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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金融整体架构并不稳固、法律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创新业务应当突破传统金融框架为其设定的
业务瓶颈。借助于互联网金融模式为其提供的创新激励，小额贷款公司可以 P2P 网络借贷与电商小贷业务为着手点进行业务创新，
但亦必须考虑到其监管主体复杂、可能引发道德失稳与信息失真等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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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创新的
动因

互联网金融作为手段推进了金融市场由传统走向
现代、由主体专业性走向主体全民性，作为金融产业的
新兴产物，小额贷款公司借助互联网工具可以得到最
大限度地扩张。现今互联网金融的整体架构并不稳
固，却能够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创新需求不谋而合，尤
其是在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健全、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
下，利用传统金融机制和现行法律规则的漏洞牟取利
润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借助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条路
径。［1］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法律规范事实上已经将小额
贷款公司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一环纳入到整体金融监
管的路径中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小额贷款
公司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及相关管理工作的通知》
将小额贷款公司接入银行征信系统;资产证券化的浪
潮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实质上也受到证监会的管控;［2］

一套源自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权力体系的面
向公司及客户行为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初步落成。

综合上述，小额贷款公司不可能单纯地在国家预
设的框架下行动，但是小额贷款公司又必须自主寻求
发展道路，尽快摆脱政策性的桎梏而发展为信用导向。
这一组矛盾的两个因素此消彼长，由此基于互联网框
架的业务创新成为目前看来较为可行的新兴路径，具
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 传统金融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瓶颈
传统金融发展模式自上而下均受到了互联网金融

的挑战，这也使得其僵化的发展模式、狭隘的竞争空
间、羸弱的激励效应等弊病得以暴露;小额贷款公司自
诞生之初便透露出从设定的框架中脱离出来的趋势，
随着时间线的推移，国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
经历了“纯粹非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工具→一定条件下
可转换为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工具→准用金融规制手段
的金融工具”。因此，金融规则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是
适用的，传统金融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路径基
本为“国家财政拨款→农户贷款”，传统金融视角下，
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金融过程
问题，而是金融基础问题———即大量民间资本注入需
求与政策门槛问题。

因此，传统金融模式无法析出小额贷款公司未来
业务创新的问题，结论为:第一，传统金融模式承认小
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性质，但是否认其独有特性;第二，

传统金融模式将资本的雄厚力度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壮
大与否的标准，加剧了法律规范与现实的冲突;第三，
传统金融模式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出路归结到民间
资本的注入上，忽视了当前各个上位部门法的规制路
径。传统金融模式仅仅将目光附着于小额贷款公司运
行的前半部分，进行的是在用户数量基本固定的情况
下不断扩充资本的行为，仅有注入没有输出，小额贷款
公司的资本并不流通，业务瓶颈并没有被化解反而得
到加强，与总体趋势大相径庭。

( 二) 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激励
在振奋人心和惶恐终日的时代过去后，人们对于

互联网金融的认知回归理性，较为通行的结论为:互联
网金融并不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仅仅是在手
段上、工具上加强了某些金融工具的作用。［3］

法律对此
做出的反应也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变动，仅仅是在解释
论、适用论和总体态度上加以谨慎和限缩即可。在这
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成为了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创
新上突破瓶颈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第一，互联网金
融重新激励了竞争市场的活力;第二，小额贷款公司更
多依赖的是用户规模和流量，互联网的网络经济模式
与其正相适应;第三，法律规范对于互联网金融体现出
极强的兼容性，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自然而然融入法律
规制体系之中而无需做出大量修改。

二、互联网金融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创新业务
( 一) P2P 网络借贷
P2P 网络借贷对于规模金融经济新兴发展路径而

言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对于规模化、增量化需求浓重
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言更为重要。P2P 网络借贷搭建了
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的资产流通，但是小额贷款公司
的角色定位受到限制。事实上，由于小额贷款、P2P 网
络借贷具有数额小、交易量多的特点，一般将二者整合
开来，例如人人贷，综合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借助 P2P
网络借贷模式达成的业务创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法
律规制手段复杂。由于业务的复杂性，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公司而言受到公司法的规制，其行为又不同层次
受到金融法、财税法、民法等的规制，行政法也是重要
的规制手段;第二，利率非完全市场化，P2P 网络借贷
使得小额贷款公司从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的完全监督
之下脱离，变为间接管控，但小额贷款公司又非完全的
金融市场主体，故其利率变动呈现出非市场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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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个人信息认证。以一个小平台为单位进行实名，
各个平台逐渐采取实名认证，促进全社会的网络实
名化。

( 二) 立 法 加 强 平 台 对 于 消 息 发 布 的 监 管 审 核
力度

1． 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对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真实
性管理

这一方面不仅仅是要求平台对造谣信息的关注管
理，在对谣言产生的分析时有论述到，造谣者个人本身
的心理问题是谣言产生的根本，但网络谣言并不是凭
空产生的，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网络谣言的大
量产生与现存社会问题不无关系。［1］

据统计，许多谣言
都是潜伏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背后，网络谣言得以
大规模的传播，除了造谣者刻意为之外，传播者多是因
为对真实信息把握不明，而相信网络谣言，进行进一步
的传播。这种情形下信息的严重缺位也是重要因素之
一，及时、全面的信息公开可以有效的解决信息模糊问
题，也是抑制网络谣言产生及进一步发展传播的有力
手段。

2． 建立辟谣机制———以“微博辟谣”为例
微博作为近几年影响规模很大的自媒体平台，各

种网络谣言在这里层出不穷，是很多影响很大的网络
谣言聚集地，可以说是从其一诞生，就面临着网络谣言
层出不穷的难题。在遭遇谣言潮时，微博平台的应对
措施是建立了一个官方账号，就叫“微博辟谣”，微博
平台是有建立辟谣机制的意识的，但这个账号运营的
效果，并不是很好，2010 年 － 2014 年，所处理的谣言数
量对比于整体造谣数是杯水车薪，效率比较低。2017
年整改过后的微博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辟谣
机制。

(1)辟谣信息发布来源

在原有的“微博辟谣”账号自己核实信息的基础
上，加入了政务账号和媒体账号，包括一百三十多个网
警巡查执法、几十个公安以及十几个影响较大的新闻
媒体的官方账号，分工更加明确，信息的来源也更加广
泛全面，效率就得以大大提高。根据 2017 年的数据，
全年单条不实信息从举报到处理平均用时 17． 67 小
时，每条谣言澄清用时较之去年，快了近 8 个小时。

(2)辟谣信息的推送
搭建了一个真正的辟谣平台，有专门的平台话题

页，在首页有了更为积极有效的宣传，截止 2017 年底，
“微博辟谣”平台阅读数为 37 亿，讨论量 334 万，粉丝
4． 4 万，同比去年阅读量增长了 61%，平台话题主持人
“@ 微博辟谣”账号粉丝 105． 8 万。［2］

2017 年 6 月颁布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的第四十
七条明确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
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
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
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法律界针对这一问题
的处理建议。

四、结语
在互联网化的大社会背景下，净化网络环境，维持

网络秩序需要持续不间断的用力。网络谣言一直是进
入网络时代后的社会难题，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
会治理有很大的影响。随着大数据的推进，我国也一
直在致力于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网络谣言的治理是
任重而道远的，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 参 考 文 献 ］
［1］谭九生，杨建武． 网络谣言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及实现
［J］． 甘肃社会科学，2013( 06) : 221 － 225．
［2］陈东冬． 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 云南行政学院学
报，2012，14( 03) : 122 － 124．

(上接第 52 页)
，［4］

由此产生了的影响是监管主体更为复杂，目前呈现
的趋势为由单一的银行系统监管转变为银行监管为主
的监管模式。①

( 二) 小额贷款公司的电商小贷业务创新
小额贷款以其低利率、低门槛、长周期等特点迅速

在农村地区普及，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渐形成较为成熟
的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商日渐形成新的金融
参与主体，但其规模总体较小、数量较多、门槛较低，淘
宝卖家、京东卖家、微店店主等均可以算入广义的电商
行列。电商本身就具有融资需求，但其自身的性质限
制了融资途径。在此背景下，电商所属的购物平台也
相继推出了小额贷款业务，阿里巴巴的“阿里小贷”迄
今为止已经发展了 6 年有余，苏宁、京东等电商也相继
推出了主要针对本平台电商的小额贷款业务。

电商小贷往往是购物平台集团新设立公司专门从
事该项业务，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主要来源于购
物平台集团，利润空间也主要是来自于利率、流量和大
规模的用户。［5］

不同于 P2P 网络借贷模式的引入，电
商小贷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创新可谓是质的变
化，着重体现在小额贷款由政策性工具脱离出来，成为
企业的经济性工具，面对的客户也不再是绝对匿名、需
要良好评估体系建构信用层次的，而是相对匿名的，与
企业发展具有同向性的电商，故此，其所面对的风险首

先不是互联网匿名性所导致的声誉和监管风险，而是
道德失稳和信息失真的风险。

三、结语
基于以上阐述，传统金融框架为小额贷款公司的

业务创新设置了瓶颈，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为其业务
创新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与注入了新的发展激励。作
为二者在现今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矛盾产物”，小额贷
款公司的发展必须进行业务创新，已有的 P2P 网络借
贷与电商小贷业务或能为其提供经验上的借鉴，但必
须要注意到的是，在进行业务创新时，除相应的法律风
险外，道德与信息可能造成的风险也是小额贷款公司
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 注 释 ］
①目前，关于监管模式的说法依然是一套变动的理论，大体按照
“金融创新容忍、行为监管、监管一致性和消费者保护的原则”进行
体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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