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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贷款新规如何影响消

费金融行业？ 
 

为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

的平稳健康发展，银保监会7月17日颁发《商业银行互联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近年来，互联网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尤其在消费金融领

域应用广泛，比如商业银行开展的线上小额信用贷款、互联

网巨头推出的“借呗”“白条”产品、消费金融公司的线上

申请发放贷款模式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办法”的出台，不仅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

入监管范围，连同围绕商业银行线上贷款业务的其他生态和

其他业务也同样被纳入监管范围。 

对于消费金融行业来说，“办法”出台给消费金融机构

的业务开展提供积极的指导意义，也表达了监管层对互联网

消费金融业务态度的积极转变。同时，在消费金融行业未来

发展中，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将会加速发展，互联网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将加快产品及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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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法”出台 互联网贷款接受新规监管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加快

三、 监管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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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贷款新规如何影响消费金融行业？

2020年7月17日，为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平稳健康发展，银

保监会颁发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

法”的出台，不仅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入监管范围，

务的其他生态和其他业务也同样被纳入监管范围。

近年来，互联网贷款业务快速发展，

“办法”出台给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提供积极的指导意义，也表达了监管层对

业务态度的积极转变。同时，在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中，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将会加速发展，互

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将加快产品及模式的创新。

一、“办法”出台 互联网贷款接受新规监管

“办法”中提到的互联网贷款，主要是指商业银行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通信技术，基

于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风险管理，线上自动受理贷款申请及开展风险评估，并完成

授信审批、合同签订、放款支付、贷后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操作，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的用于

借款人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其中，监管意见中将明确了有两类

业务不属于互联网贷款：（1）商业银行线下进行贷款调查、风险评估和预授信后，借款人在线上

进行贷款申请及后续操作的贷款；（

“办法”所称的互联网贷款，对应的是

款”，同时强调“小额、短期”，因而基本等同于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零售贷款，包括互联网消费贷

和互联网经营贷。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消费贷仅限于个人

括企业贷款。将消费贷与经营贷合理区分，采取差异化监管，这是

大进步。 

“办法”共七章七十条，分别为总则、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信息科技风

险管理、贷款合作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从

求意见稿，再到“办法”正式出台，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贷款的监管思路将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相

结合，一脉相承并不断细化、提升。

明确互联网贷款应遵循小额、短期、高效和风险可控原则；明晰了风险管理要求，提出商业银行应

当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规范了合作机构的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

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强化了消费

互联网贷款新规如何影响消费金融行业？

日，为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平稳健康发展，银

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入监管范围，连同围绕商业银行线上贷款业

务的其他生态和其他业务也同样被纳入监管范围。 

近年来，互联网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尤其在消费金融领域应用广泛。对于消费金融行业来说，

出台给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提供积极的指导意义，也表达了监管层对

。同时，在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中，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将会加速发展，互

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将加快产品及模式的创新。 

互联网贷款接受新规监管 

中提到的互联网贷款，主要是指商业银行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通信技术，基

于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风险管理，线上自动受理贷款申请及开展风险评估，并完成

授信审批、合同签订、放款支付、贷后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操作，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的用于

借款人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其中，监管意见中将明确了有两类

）商业银行线下进行贷款调查、风险评估和预授信后，借款人在线上

进行贷款申请及后续操作的贷款；（2）商业银行以借款人持有的房屋等资产为抵押物发放的贷款。

所称的互联网贷款，对应的是“用于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

，因而基本等同于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零售贷款，包括互联网消费贷

和互联网经营贷。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消费贷仅限于个人；互联网经营贷既包括个人贷款，又包

括企业贷款。将消费贷与经营贷合理区分，采取差异化监管，这是“办法”

共七章七十条，分别为总则、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信息科技风

险管理、贷款合作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从2017年的“141号文”到2020

正式出台，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贷款的监管思路将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相

结合，一脉相承并不断细化、提升。表现在发布实施的“办法”进一步划分了互联网贷款的范围，

明确互联网贷款应遵循小额、短期、高效和风险可控原则；明晰了风险管理要求，提出商业银行应

当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规范了合作机构的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

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强化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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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贷款新规如何影响消费金融行业？ 

日，为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经营行为，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平稳健康发展，银

），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办

围绕商业银行线上贷款业

尤其在消费金融领域应用广泛。对于消费金融行业来说，

出台给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提供积极的指导意义，也表达了监管层对互联网消费金融

。同时，在消费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中，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将会加速发展，互

中提到的互联网贷款，主要是指商业银行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通信技术，基

于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风险管理，线上自动受理贷款申请及开展风险评估，并完成

授信审批、合同签订、放款支付、贷后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操作，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的用于

借款人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其中，监管意见中将明确了有两类

）商业银行线下进行贷款调查、风险评估和预授信后，借款人在线上

）商业银行以借款人持有的房屋等资产为抵押物发放的贷款。

用于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

，因而基本等同于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零售贷款，包括互联网消费贷

互联网经营贷既包括个人贷款，又包

“办法”较之前征求意见稿的重

共七章七十条，分别为总则、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信息科技风

2020年年初的互联网贷款征

正式出台，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贷款的监管思路将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相

进一步划分了互联网贷款的范围，

明确互联网贷款应遵循小额、短期、高效和风险可控原则；明晰了风险管理要求，提出商业银行应

当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规范了合作机构的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

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强化了消费

https://www.wdzj.com/jhzt/170822/hlwxfjryw_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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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护，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的

交互联网贷款业务情况报告、自评估、重大事项报告等提出监管要求。

“办法”的出台，不仅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入监管范围，

线上贷款业务的其他生态和其他业务也同样被纳入监管范围。

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应当制定过渡期内的互联网贷款整改计划，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并于办

法实施之日起1个月内将符合“办法

机构，由其监督实施，就是说，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本办法。而在过渡期安

排方面，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过渡期为

对照“办法”制定整改方案并有序实施，不符合规定的业务逐步有序压降。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

行所有存续互联网贷款业务均应遵守

总体来看，发布实施“办法”

齐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进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健康发展。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加快

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2019

万亿元，十年间增幅超670%。同时，我国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短期消费贷款占比不断提高。

年1-10月，我国短期消费贷款为9.6

10.91个百分点。短期消费贷款快速上涨，居民在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

正不断释放。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加入消费金融、分期消费的主战场，推出一系列的

平台，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场景优势，打造消费金融新生态。

金融机构纷纷转战线上，互联网贷款、线上消费金融发展速度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互联网

业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此次“办法

此前有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为了收回款项手段百出，暴力催收

提出要强化消费者保护，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

使用、保管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还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信息披露，不得委托有违法违规记录的

合作机构进行清收。 

而在助贷方面，随着金融业与互联网融合

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提供服务

者保护，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的

交互联网贷款业务情况报告、自评估、重大事项报告等提出监管要求。 

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入监管范围，

线上贷款业务的其他生态和其他业务也同样被纳入监管范围。同时，“办法”

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应当制定过渡期内的互联网贷款整改计划，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并于办

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书面报告和整改计划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由其监督实施，就是说，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本办法。而在过渡期安

，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过渡期为“办法”实施之日起2年。过渡期内，商业银行

制定整改方案并有序实施，不符合规定的业务逐步有序压降。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

行所有存续互联网贷款业务均应遵守“办法”规定。 

”是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制度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补

齐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进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健康发展。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加快 新规推动机构合规发展 

2019年1-10月，我国消费信贷总金额达到42.8

。同时，我国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短期消费贷款占比不断提高。

9.6万亿元，占消费信贷总额的22.43%，比

个百分点。短期消费贷款快速上涨，居民在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除了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外，很多互联网巨头也纷纷

场，推出一系列的互联网贷款、线上消费金融产品

平台，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场景优势，打造消费金融新生态。再叠加疫情影响，原本主打线下的消费

金融机构纷纷转战线上，互联网贷款、线上消费金融发展速度加快。 

互联网消费金融规模快速增长，渗透率逐步提高，一些消费金融行

办法”的出台，对于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

为了收回款项手段百出，暴力催收，威胁恐吓，行业乱象丛生。

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对借款人数据来源、

使用、保管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还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信息披露，不得委托有违法违规记录的

而在助贷方面，随着金融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不断深入，许多大型企业选择发力助贷，为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提供服务。但近年来，助贷业务的经营模式有所“跑偏”，违规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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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护，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对商业银行提

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被纳入监管范围，连同围绕商业银行

“办法”还要求商业银行和消

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应当制定过渡期内的互联网贷款整改计划，明确时间进度安排，并于办

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书面报告和整改计划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由其监督实施，就是说，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本办法。而在过渡期安

年。过渡期内，商业银行

制定整改方案并有序实施，不符合规定的业务逐步有序压降。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

是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制度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补

齐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进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健康发展。 

42.8万亿元，2009年仅5.53

。同时，我国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短期消费贷款占比不断提高。2019

，比2009年的11.52%提高了

个百分点。短期消费贷款快速上涨，居民在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

，除了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外，很多互联网巨头也纷纷

互联网贷款、线上消费金融产品。新崛起的电商

再叠加疫情影响，原本主打线下的消费

消费金融规模快速增长，渗透率逐步提高，一些消费金融行

消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威胁恐吓，行业乱象丛生。“办法”

人权益保护机制，对借款人数据来源、

使用、保管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还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信息披露，不得委托有违法违规记录的

不断深入，许多大型企业选择发力助贷，为商业银

但近年来，助贷业务的经营模式有所“跑偏”，违规发放贷款、



 

核心业务外包、违规跨区域经营、信息收集使用不规范、非法暴力催收等问题和风险不断暴露。而

此次的“办法”提出规范合作机构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在内控

制度、准入前评估、协议签署、信

同出资发放贷款的，要求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助贷业务指明了方向。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

“办法”是“稳定器”，将促进并规范互联网贷款相关合作。

“联合贷款”，但对商业银行在互联网贷款业务方面开展合作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马上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据模型管理、贷款合作、监管条款均作出了新的规定，对于互联网信贷市场的合规发展有重要

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办法不仅对业务核心环节定义范围进一步明确，将合同签订、放款支付等

环节明确列为业务核心环节。同时，新增要求在贷款申请流程中，加入强制阅读贷款合同环节，并

设置合理的阅读时间限制。有助于

三、监管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办法”的出台，将现有互联网贷款业务纳入规范化轨道，促进新业态的

管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探索产品和服务创新

原则，设置两年过渡期，保证现有互联网贷款业务的连续性和保护客户权益。未来，随着

的逐步落地，将推动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或带来行业两个方面的趋势发展。

一是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将加速推进。

于互联网的“非接触式贷款”发挥了方便快捷的作用，特别是在纾困中小微融资方面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使得互联网贷款规范发展具有紧迫性。

度，又对商业银行开展该业务提出“自主风控”“适度分散”“限额管理”等审慎要求。

联网贷款将成为银行消费贷款的重要补充，

二是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将更加自律，加快自身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实施后，互联网银行以及消金公司

护方面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和提升。同时，在行业不断规范的同时，以科技擅长的金融科技公司

将加大与银行的合作，未来该类机构将加大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力度。

 

 

核心业务外包、违规跨区域经营、信息收集使用不规范、非法暴力催收等问题和风险不断暴露。而

提出规范合作机构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合作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在内控

制度、准入前评估、协议签署、信息披露、持续管理等方面加强管理、压实责任。对与合作机构共

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办法”针对贷款合作管理制定的多项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助贷业务指明了方向。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

是“稳定器”，将促进并规范互联网贷款相关合作。“办法”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助贷”

“联合贷款”，但对商业银行在互联网贷款业务方面开展合作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马上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表示，网贷新规作为互联网贷款的首部专门性制度，对风险管理、

数据模型管理、贷款合作、监管条款均作出了新的规定，对于互联网信贷市场的合规发展有重要

具体而言，办法不仅对业务核心环节定义范围进一步明确，将合同签订、放款支付等

同时，新增要求在贷款申请流程中，加入强制阅读贷款合同环节，并

设置合理的阅读时间限制。有助于规范相关业务，并加强了互联网信贷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监管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将加速推进

将现有互联网贷款业务纳入规范化轨道，促进新业态的

管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探索产品和服务创新。同时，按照“新老划断”

原则，设置两年过渡期，保证现有互联网贷款业务的连续性和保护客户权益。未来，随着

的逐步落地，将推动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或带来行业两个方面的趋势发展。

一是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将加速推进。受疫情冲击，银行开展传统业务遭遇严峻考验，而基

于互联网的“非接触式贷款”发挥了方便快捷的作用，特别是在纾困中小微融资方面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使得互联网贷款规范发展具有紧迫性。“办法”明确了监管对发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支

度，又对商业银行开展该业务提出“自主风控”“适度分散”“限额管理”等审慎要求。

联网贷款将成为银行消费贷款的重要补充，将加速推动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蓬勃发展。

二是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将更加自律，加快自身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互联网银行以及消金公司等将按要求自查，对不符合规定的加快整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

护方面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和提升。同时，在行业不断规范的同时，以科技擅长的金融科技公司

将加大与银行的合作，未来该类机构将加大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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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新规作为互联网贷款的首部专门性制度，对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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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照“新老划断”

原则，设置两年过渡期，保证现有互联网贷款业务的连续性和保护客户权益。未来，随着“办法”

的逐步落地，将推动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或带来行业两个方面的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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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互联网的“非接触式贷款”发挥了方便快捷的作用，特别是在纾困中小微融资方面发挥了不小的

明确了监管对发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支持态

度，又对商业银行开展该业务提出“自主风控”“适度分散”“限额管理”等审慎要求。因此，互

加速推动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蓬勃发展。 

二是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将更加自律，加快自身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办法”

加快整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

护方面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和提升。同时，在行业不断规范的同时，以科技擅长的金融科技公司

将加大与银行的合作，未来该类机构将加大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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