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有的银行
由于消费贷的贷后管理问题，已经
暂停了部分消费贷款产品，目前仅
对存量客户提供纯信用无抵押的
消费贷款。

财经评论员莫开伟指出，消
费贷等非房贷资金变相流入楼
市，是把一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人
拉入了房地产市场，一旦房地产
市场的走势出现逆转，违约风险
暴露，会造成相当的金融风险；
还有部分消费贷款是由 P2P 等互
联网金融公司的资金穿透而来
的，其间不少游离于现有监管体
系的视野之外，潜藏并易诱发较
大金融风险隐患。

“银行这几年受利率市场化冲

击，利差收入减少，而个人消费贷
款相对风险低、利率高，对银行有
着巨大的吸引力。对消费贷款的
真实资金用途存在‘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现代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

某民营银行总行行长告诉记
者，消费贷进入楼市确实起到了加
杠杆的作用。居民在房价上涨预
期下，急于借钱入市。只有多措并
举扭转居民的单方看涨预期，才能
真正堵住楼市的“配资”通道。

莫开伟表示，遏制消费贷款违
规流入楼市，要靠监管机构建立灵
敏、动态的监管机制，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实现监管精准有力。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介霸气称“帮搞定100万首付”

消费贷款穿“马甲”
违规大量流入楼市

近日，北京、深圳等地监管机构发布通知
或风险警示，要求辖区内金融机构对个人经营
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
场等问题进行自查。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
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经过层层
包装，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个楼盘，记
者称凑首付有点难度，中介干脆地说：“只要不
超过100万元，我们来帮你搞定。”

近期，一组金融数据
刺 激 了 金 融 市 场 。 据
Wind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居民新增消费性短
期贷款 1.06 万亿元，累计
同比多增 7137 亿元，而去
年全年仅新增消费性短期
贷款8305亿元。

与此同时，上市银行
的半年报纷纷披露，消费
贷款增速惊人。如截至 6
月末，平安银行消费金融
贷款余额达 2770.90亿元，
上半年新发放贷款1294亿
元，同比增长 255.49％；建
设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今年
上半年激增 830.37 亿元，
较去年末增长110.66％；光
大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为

3723.62 亿元，上半年新增
540.91亿元，较去年末增长
了17％。

短期新增消费贷款大
幅增长，这些钱去哪儿了
呢？记者注意到，近期，多
地监管部门发出通知或风
险提示，严查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等
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9 月 5 日，北京银监
局、人行营业管理部发布
通知，要求辖内银行业金
融机构针对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开
展 自 查 工 作 ，重 点 检 查

“房抵贷”等资金违规流
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9
月 8 日，北京市住房建设

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中
介机构对近三个月本机
构及从业人员经营活动
开展自查。中国人民银
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近日
也发出金融风险提示，明
确提出要加强个人其他
消费贷款管理，并要求从
发文之日起执行。

有金融监管部门人
士对记者表示，早在 2010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
会就曾发布通知，要求各
商业银行加强对消费性
贷款的管理，禁止用于购
买住房。此后，银监会等
部门陆续多次发布相关
通知，强调对消费贷款的
管理。

记者在多个城市调查
发现，消费贷款穿上各种

“马甲”流向楼市。
——房地产中介牵线

搭桥，以“房抵贷”和第三
方中转的方式，套取贷款
用于购房。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
家大型房产中介的门店，
中介人员听说记者凑首付
有点难度后，直接说“只要
不超过100万元，我们来帮
你搞定”。

随后，该中介人员详
细地介绍了操作流程——
一种是进征信系统的，需
要有房产等做抵押，年化
利率 6％－7％，这种贷款

可以直接打入个人账户；
另一种是无抵押，现在国
家不让钱直接流入房地
产，得找第三方来让贷款
中转一下。但这种要收
1－2 个点的手续费，利率
也是 6％－7％。“我们跟银
行都是有合作的，以上2种
方式都可以做到30年。”

——金融中介帮助办
理大额信用卡违规套现。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咨询得知，该公司可以代
办部分银行信用卡，从而
贷款套现。“只要有身份
证，就可以贷款。你没工
作、没社保我们也可以帮

你包装。你只要交点中介
费。”该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找我们能办大额信用
卡，50万至 60万元都能提
现，去干什么，银行根本不
会管。”

“监管要求个人消费
贷款必须专款专用，但挪
作他用的情况很多。”一家
国有银行个人金融部人士
指出，30 万元以上的个贷
是银行将贷款直接付给合
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
对象，30 万元以下自主支
付。有些中介公司帮忙提
供虚假的贷款用途材料，
消费贷“挪作他用”很难被
银行察觉。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规进入楼市

记者暗访：消费贷款穿各种“马甲”流向楼市 雪中送炭还是饮鸩止渴？

换“马甲”
新华社发

饮鸩止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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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物联网技术创新空前
活跃，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
与会物联网博览会嘉宾认为，物联网发
展正处于爆发前夜。

罗文指出，全球每天约有 550 万台
设备加入物联网，美国咨询公司预计
2021年全球联网设备将达到 280亿台，
其中160亿台与物联网有关。

在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历程中，每一
次连接方式的改变，都会催生出一批巨
无霸型的企业。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物
联网将是我国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加
大扶持力度，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我国
物联网产业实现弯道超车，从跟跑到领
跑是很有可能的。

13 亿人口及其带来的巨大应用市
场，正是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后发优势
所在。

然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物联网

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仍有短板，软件仍
是弱项；人才积累不足；标准体系仍有待
制定和完善。

“未来将通过完善物联网协同创新
体系，推动物联网规划运用等，加快我国
物联网发展。”罗文说。

创新的核心力量是人才。中国工程
院院士刘韵洁认为，推动物联网发展，首
先要为相关领域的人才搭建好平台，给
他们好的政策、好的环境。

物联网使用成本还应降低。企业家
们坦陈，降低传输渠道的资费，提升各类
云平台的可靠性，企业才能更便捷地进
入物联网。

“万物互联，还意味着万物控制。”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等表示，随着物联
网建立现实与虚拟的映射，“程序控制世
界”大幕开启，要领跑世界必须时刻准备
接受挑战。 （新华社南京9月13日电）

颠覆传统 创新引领——

中国物联网
如何迎接新时代

“后无来者”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

课长跑改短跑……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
身高、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
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新华社发

利用任意对象通信（v2x）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可
以读懂红灯、绕开行人，实现随走随停。这一场景，
在 2017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的无人驾驶汽车体验
区已成现实。

以 v2x技术为代表的车联网，只是物联网应用
的一个方面。未来，包括交通拥堵等社会“痛点”将
不再束手无策，物联网正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颠覆
性变革。拥有全球最大物联网市场的中国，将如何
迎接物联网新时代？

从“无人零售”到“无人驾驶”，从“智
能服装”到“机器人主播”……9月 10日
至 13日在江苏无锡举办的 2017世界物
联网博览会上，各种新生事物扎堆，新概
念层出不穷。

“颠覆是物联网的一个重要特性。”
与会专家介绍，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
互联网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
物联网则是通过传感装置，将物理世界
转换成数字世界，进而实现物与物、人与
物相联。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物联
网将带来颠覆性变革。

能不能不去医院就把病看了？69
岁的无锡市民方兰珍在尝试。最近她
感觉身体不适，自己在家测了血压、血
糖，数据实时上传，没多久家庭医生就
打电话来告诉她该吃什么药。

即使上医院会怎样？依托物联网支
撑的新流程，挂号、化验在急救车上就能
做完，车到医院时，医生已经通过实时传
回的信息确定了治疗方案。

“人满为患的景象以后恐怕看不到
了。”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赵阳说，

物联网正渗入手术、护理、药品、家庭医生
等环节，看病难等问题将被有效化解。

让物“说话”，省了人跑腿奔波，物联
网应用的要义在此。与会人士认为，物
联网或将对现实生活带来巨大的颠覆，
对出行堵、监管难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带
来的“副作用”“城市病”，未来或许都不
是问题。

在太湖东岸，一张由 23个空气站、
79个水站、18个浮标站、4个噪声自动站
和 170 个摄像头组成的传感网，严密监
控着区域内的348个污染源、650个放射
源和3163家固废单位。哪里有偷排，哪
里水质超标，后台一目了然，环境执法部
门随时行动。

试想，一张张这样的“天罗地网”在
大城市、重要湖泊河流布下，环境治理从
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将成为可能。

“智慧环保”“智慧制造”“智慧出
行”……正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曾预
言：“但凡有人能想到的事，必会有人将其
变为现实。”物联网正将许多科幻电影中
描述的“未来场景”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让物“说话”，物联网应用带来颠覆性变革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物联网市
场”，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说，我国物联网
产业规模已从2009年的1700亿元，增长
到2016年超过9500亿元。

2009 年我国首次提出“感知中国”
时，美国的物联网概念已提了 10年。8
年过去，作为物联网的重要分支，我国
的窄带物联网已大规模商用，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8 个月前，江苏省首个统一开放的
物联网公有云平台 OneNET 在无锡上
线发布；4个月前，无锡市在全国率先实
现窄带物联网的全域覆盖；8月底，无锡
市的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首次超过手
机用户数量……

这些发生在无锡的物联网“大事
件”，显示出我国物联网技术和市场在
飞速发展。同时，伴随物联网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包括窄带在内的物联网技
术，正对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产生变革
性影响。

国内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徐工集
团，最近建成了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平

台。通过这一平台，徐工售出的40多万
台设备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远程操
控。接到工程任务，调度人员一键命令
距离最近的机械前往作业。日常维护，
管理者也能随时提醒使用者，哪些工程
机械需要维护保养。

有了基于大数据和信息交互的物
联网，一大批生产者从单纯的产品提供
者变为集销售、运行、保养为一体的工
业服务提供商。传统制造业沉睡的“原
力”，正靠物联网技术变革“唤醒”。

目前，我国物联网已经形成环渤
海、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等四大区域
发展格局，无锡、杭州、重庆、北京已成
为推动物联网发展的重要基地。中国
移动、华为、百度、腾讯等一批大企业开
始跟进和布局物联网。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物联
网产业链，在物联网领域已建成一批重
点实验室，基本覆盖了物联网技术创新
各环节，物联网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
加，窄带物联网引领世界发展，在国际
话语中的主导权不断提高。”罗文说。

全球最大物联网市场 创新驱动变革发展

未来不止畅想 我国物联网如何从跟跑到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