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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 P2P 平台短时间集中退出 P2P 行业的“爆雷潮”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基于

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构建了 P2P 行业风险传染以及资金存管影响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理

论分析框架，并利用 601 家样本平台 2015 年 8 月-2018 年 9 月的 37 期月度数据，通过 Cox

生存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现阶段 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现象，这使得

总体而言不同成交规模、投资人数等特征的平台面临着无差异的退出风险。同时，P2P 平台

退出具有空间集聚、时间集中的特征。其次，资金存管政策能够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这

种对平台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仅通过直接规范个体平台运营操作，也通过降低 P2P 行业的风

险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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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存管政策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从 P2P 平台短时间集中退出 P2P 行业的“爆雷潮”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基于

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构建了 P2P 行业风险传染以及资金存管影响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理

论分析框架，并利用 601 家样本平台 2015 年 8 月-2018 年 9 月的 37 期月度数据，通过 Cox

生存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现阶段 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现象，这使得

总体而言不同成交规模、投资人数等特征的平台面临着无差异的退出风险。同时，P2P 平台

退出具有空间集聚、时间集中的特征。其次，资金存管政策能够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这

种对平台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仅通过直接规范个体平台运营操作，也通过降低 P2P 行业的风

险传染。 

关键词：P2P 平台；退出风险；资金存管；Cox 模型 

The Impact Of The Fund Depository Policy On Exit Risk Of 

P2P Platforms Research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P2P online lending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2007. P2P online lending has been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and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solving the financing needs of long tail customers. However, the 

relatively loos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not only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2P online lending, but also mad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latform in the industry incomplete, forming a "fund pool", and the problem of illegal operation 

was serious. Based on the monthly data of a total of 37 periods from August 2015 to August 2018 

of 601 sample platforms in the CSMAR database, the Cox survival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fund depository policy on the exit risk of P2P online lending platforms, whether there 

is risk contagion phenomenon in P2P online lending industry, and the impact of fund depository 

policy on risk conta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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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低资产水平借款者通常因为财务信息不符合要求、抵押和担保不够充分，加

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信用体系不够健全、金融业（特别

是银行业）较高集中度等因素，传统金融服务难以克服因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

障碍等问题引致的高交易成本等系统性缺陷，被传统金融机构边缘化，易受到信

贷配给（Stiglitz & Weiss，1981；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王博等，2017）。在

中小型借款人面临融资困境的同时，中小型投资者的投资渠道也较为匮乏，能符

合门槛要求的投资渠道狭窄，理财选择不够丰富，易造成资金闲置或配置效率低

下，投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进而可能导致信贷市场上供需错配矛盾产生（俞

林，2015；谢平等，2015）。“长尾”群体的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促进了小

额贷款行业的诞生与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对人民生活、业界、学术界和监管层面都带

来了深刻影响（何启志和彭明生，2016）。P2P网络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典型

代表，未脱离金融本质，又依托智能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和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成为一种新的借贷形式。P2P（Peer-to-Peer）网络借贷（下文简称

P2P）指投资者和借款者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参与的借

贷（Bachmann et al.，2011）。P2P行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信贷

系统的业务空白，降低了长尾借款者的融资成本，提高了其借贷成功率；投资准

入门槛也较正规金融机构低，为长尾投资者提供多样化投资选择，提高了闲散资

金利用率；实现了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对接，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成本和交

易成本，使得大量个性化、碎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以释放和满足。在完善现有

金融体系、弥补中小企业及个人融资缺口、盘活民间游资、推动利率市场化、促

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金融脱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Berger，2009；李悦雷

等，2013；廖理，2014 等；吴晓求，2015）。 

中国首家P2P平台拍拍贷于 2007 年上线运营，随后我国P2P行业发展迅速，

我国早已超过英美成为全球最大的P2P市场。根据网贷之家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十余年间累计成立P2P平台 6458 家，累计成交规模 8.03 万亿元，

2018 年度参与P2P行业的借款人数为 1992 万人，投资人数为 1331 万人，成交量

为 17948.01 亿元，待还余额为 7889.65 亿元。随着P2P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业务

类型不断丰富，这一运营模式逐渐得到实践部门和研究层面的广泛关注。早期相

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在为P2P行业迅猛发展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P2P行业的诈骗、

非法集资、“跑路”以及泄露投资者信息等事件频出，根据网贷之家网站发布的

《2018 年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年报》，仅 2018 年 6 月至 8 月间，停业及问题平台

就高达 569 家，7 月单月就出现 289 家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单月历史最高峰。

短短三个月问题平台涉及借贷金融巨大，殃及人数众多，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压力

与挑战。我国P2P行业近些年的风险日益凸显，引起了监管部门关注，使得监管

部门对P2P行业的态度也由观望和鼓励创新转变为严加监管和不断整改。2015 年



7 月 18 日，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下文简称为“指导意见”）是政府监管P2P行业的开端，此后网络借贷监管政

策不断出台。其中，2016 年 8 月 24 日，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四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下文简称为《暂行办法》），《暂行办法》作为P2P行业的基本制度安排，规

定了P2P平台的性质、网络借贷数额上限、信息披露、备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特别是对行业关注问题——客户资金实现由第三方银行存管问题（下文简称为

“资金存管”）做出了要求，为P2P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相应依据。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想探究短时间内大量P2P平台集中倒闭的背后，P2P行业

是否存在风险传染？作为P2P行业重要监管措施的资金存管政策，又对P2P平台

的退出风险有何影响？进一步地，如果P2P行业存在风险传染，那么资金存管能

否抑制行业内的风险传染现象？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在理论层面构建资

金存管政策对P2P网络借贷平台退出风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厘清P2P网

络借贷行业风险传染、资金存管降低平台退出风险和抑制风险传染的作用机制，

从而丰富了P2P监管和P2P风险方面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P2P平台有效

甄别、投资者理性投资和行业健康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本文剩余

部分有如下安排：第二部分简单介绍P2P行业发展现状及政府监管政策；第三部

分构建符合我国现阶段资金存管政策对P2P网络借贷平台退出风险影响的理论

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并对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和变量定义进行说

明；第五部分汇报实证结果并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本文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P2P 行业发展现状及政府监管政策 

（一）P2P行业发展现状 

2007 年 6 月中国首家 P2P 平台拍拍贷上线运营标志着我国 P2P 行业的落地，随后 P2P

平台数量不断增加，业务类型不断丰富，至今我国 P2P 行业已发展十年有余。十年间，我国

P2P 行业发展大致经历了 2007 年-2010 年的市场探索期、2011 年-2012 年的快速扩张期、

2013 年-2015 年的爆发增长与风险暴露并存期以及 2016 年至今的政府整改期。目前我国 P2P

行业已发展 12 年，经历了初期的萌芽探索、之后的快速扩张与风险爆发，现在尚处于政府

整改阶段。目前我国 P2P 行业呈现出以下特征： 

1.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一方面，对比行业发展前几年，自 2015 年起我国 P2P 平台处

于存量淘汰阶段（见图 1），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不断减少，新上线平台数量不断降低，问题平

台不断出清；另一方面，虽然增长速度较行业发展之初有所减缓，但成交量和贷款待还余额

仍在持续增多（见图 2、3），行业人气也在持续上涨，投资人数和借款人数都在不断增加（见

图 4），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P2P 市场1；此外，2018 年底，P2P 行业成交量前 100 名

的 P2P 平台成交量之和占同期全行业成交总量的 91.69%，同比 2017 年同期数值上升了

                                                   
1 2018 年受“爆雷潮”和监管要求 P2P 平台“控规模”影响，成交量、待还余额和投资人数、借

款人数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15.37%，待还余额前 100 名的平台贷款余额之和占全行业贷款余额的 87.94%，较 2017 年增

长了 13.08%。P2P 平台数量的减少和行业体量的扩大、行业人气的增加以及排头平台成交

量和待还余额的比重之大共同反映出在政府监管下，我国 P2P 行业逐渐整合，行业集中度

明显提升。 

  

图 1  P2P 平台各年数量 图 2  P2P 行业各年成交量 

  

图 3  P2P 行业各年待还余额 图 4  P2P 行业各年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 

2.行业发展更趋理性。P2P 行业发展之初，为了宣传 P2P 这种新型借贷模式，更好地开

拓市场，各平台主要以高收益吸引投资者，但随着 P2P 行业不断发展，政府部门开始监管，

运营成本与合规成本越来越高，且伴随 P2P 平台跑路、“爆雷”等事件的不断出现，投资者

由注重高收益转变为更加重视资金安全和收益稳定，P2P 平台的营销策略也由以高收益吸引

客户转变为以安全性和合规性吸引客户，更加重视风控措施和保障措施，出于成本和营销策

略两方面考虑，P2P 行业逐渐降低投资收益率（见图 5）。与此同时，借款期限也逐渐延长

（见图 6），期限结构由中短期向长中短期综合转变，既是因为 P2P 行业监管的不断推进，

使得大量短期投机性平台被淘汰，也反映出投资者对 P2P 行业的认知逐步加深，从只敢短

期出借资金转变为将 P2P 视为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P2P 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不断下行，借

款期限逐渐拉长，表明 P2P 行业发展渐趋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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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2P 行业各年综合收益率 图 6  P2P 行业各年平均借款期限 

3.P2P 行业风险日益凸显与监管初见成效。从问题平台的数量上来看（见图 7），2011 年

问题平台数量仅有 5 家，与当年正常运营平台 55 家数量之比为 1:11，2012 年正常运营平台

数量增长 77 家，而问题平台仅增长 3 家。但是之后 P2P 行业风险事件频发，问题平台不断

增加，尤其是 2015 年 12 月之后，问题平台数量剧增，2015 年问题平台数量高达 1450 家，

P2P 行业风险日益凸显。自 2016 年政府监管元年起，P2P 行业愈发重视合规性，问题平台

数量有所减少，但 2018 年 6 月开启的新一轮爆雷潮虽然问题平台数量不及 2015 年、2016

年，但殃及人数之广、涉及资金数额之大都是历史之最（见图 8），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监

管部门更是不断加强对 P2P 行业的监管。在监管部门的严加监管下，2018 年九成以上 P2P

平台都设置了信息披露专栏，公开平台备案进度、组织信息、审核信息、经营数据、合规进

程等信息。截至 2018 年底，多地已经进入行政核查阶段，已有超 560 家 P2P 平台提交了自

查报告。 

  

图 7  P2P 行业各年问题平台与正常运营平台

数量对比 

图 8  各年问题平台涉及借款人数与涉及待还

余额 

（二）政府监管政策 

大体而言，政府对 P2P 行业监管经历了从 P2P 在我国发展初期持观望态度、放任不管，

到 P2P 行业风险暴露开始进行监管尝试，再到 P2P 行业野蛮生长、乱象丛生进行严控整改，

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7 年-2013 年的监管空白期。P2P 行业发展初期，监管部门对行业发展尚

处于观望态度，并未出台正式的监管政策。在行业诞生五年后，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下发了《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当时将 P2P 译为人人贷），该文件

中首次提出 P2P 行业存在因行业进入门槛低和外部监管不到位，P2P 平台也许会打破资金

不进自有账号的下线、存在易发展成非法金融机构的风险。虽然国家层面仅提示了 P2P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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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风险，并未出台相应监管政策，但是地方层面开始进行 P2P 行业的监管尝试，上海信息服

务业行业协会于 2011 年成立了国内首个“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专委会”，2012 年专委会发布

的行业自律倡议是我国第一次建立 P2P 平台准入条件的文件，要求 P2P 平台要实行平台资

金和客户资金分开，客户资金应由第三方管理等内容，这也是我国 P2P 行业首次提出类似

“资金存管”概念，为之后 P2P 行业的监管提供了经验和参考。第二阶段为 2014 年-2015 年

的监管探索期。面对这一阶段 P2P 行业的动荡局面， 2015 年 7 月 18 日，央行等十部委联

合发布了《指导意见》，指出 P2P 平台为信息中介，需要委托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存管，将平

台自身资金与客户资金隔离。从此 P2P 行业告别无监管时代。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网络贷款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出台，使得 P2P 行业开始有法可依。第三阶段为 2016

年至今的监管从严期。伴随 P2P 行业风险事件的不断发生，旨在净化 P2P 市场环境，促进

P2P 行业规范发展，监管层对 P2P 行业开启了严加监管。2016 年 8 月 24 日，原银监会等四

部委联合发布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作为 P2P 平台的行为规范，对 P2P 平台的性质、

备案管理、投资者借款者保护、借贷额度、资金存管等做出了全面规定。之后，《备案指引》、

《存管指引》和《信息披露指引》的陆续出台宣告 P2P 行业“1+3”监管体系成立。 

根据上述对我国 P2P 行业监管历程和 P2P 行业现存风险的介绍中可看出，资金存管一

直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也是防控 P2P 行业风险的重要措施。资金存管是指 P2P 平台对

符合存管条件的商业银行提出资金存管委托，并在存管银行开立存管账户，将客户资金存至

存管账户，实现客户资金与 P2P 平台自有资金相分离，P2P 平台无法触碰客户资金，P2P 投

资者和借款人的所有资金业务均通过存管账户进行（见图 1），实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有效

分离。《指导意见》提出互联网从业机构要实行客户资金存管制度，《暂行办法》也要求 P2P

平台需要委托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存管。《存管指引》更是对资金存管做出了全面又详细的规

定，明确了 P2P 平台和存管银行的职责。后续相关部门又开启存管银行“白名单”工作，目

前工作还在进行中，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登记披露平台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共有 43 家

银行通过网贷资金存管系统测评，截止 2019 年 3 月无新增通过存管测评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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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2P 平台资金存管图 

三、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基于现阶段中国 P2P 行业发展现状和政府监管部门出台的监管政策，本文试图构建 P2P

行业风险传染以及资金存管影响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分析框架。 

首先，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问题，使得 P2P 平台退出风险会受到其他“爆雷”平台或事

件的影响。从 P2P 投资者角度出发，立足于当前我国征信体系不够成熟、P2P 平台准入门槛

低的背景，以及 P2P 监管长期缺位、P2P 行业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加上 P2P 行业依托于具

有隐蔽性和跨地域的互联网、依靠非正式约束力量保证合约执行等特点（刘征驰，2015），

相较于传统的线下金融市场，P2P 行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Freedman，2011），投资

者无论是相较于借款者或 P2P 平台都处于信息劣势。P2P 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监管长期

有待完善，投资者投资观念不够理性、金融知识不够充足、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有限，且投

资额小而分散，信息获取成本、监督成本远高于收益，故“搭便车”问题突出，进而诱发羊群

行为。这种羊群行为也有可能导致风险的聚集（廖理等，2015）。当某一家银行因经营不善

出现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单个储户的最优决策是及时取出自己在银行的存款以防止存款银行

经营状况恶化使自己遭受损失，羊群效应的存在会加快恐慌情绪的蔓延，导致大量储户同时

取款，那么即使运营良好的银行也会面临流动性危机，甚至会出现破产倒闭，个体理性决策

造成集体非理性行为从而发生挤兑，而单个金融机构的挤兑极易传播到整个市场，引发系统

性危机（Diamond & Dybvig，1983；马君潞等，2007；李苍舒和沈艳，2018）。 

而 P2P 借款者和 P2P 平台施加的“反向挤兑”，同样会引致 P2P 行业的风险传染问题。

由于借款者的违约直接影响到 P2P 平台的运营，如果借款者大批量违约，平台就会面临兑

付困难。但由于 P2P 行业借款者准入门槛本就低，多为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长尾”群体，很

多借款者没有树立契约观念，但可以以无抵押担保的方式借款。P2P 行业又尚未接入社会征

信体系，加之借款者遍布各地，借款额小而分散，P2P 平台缺乏有效低廉的催收渠道，所以

借款者违约成本低，道德风险高。一旦因 P2P 平台跑路等各种因素致使借款者预期 P2P 行

业不景气、P2P 平台有倒闭概率，部分借款者可能会不再履行按时还款义务，等待平台倒闭，

试图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甚至会出现客户恶意骗贷情况，从而导致 P2P 平台呆坏账的爆

发，本来尚可运营的平台也可能面临退出风险（张皓星和黄益平，2018）。 

如果 P2P 行业不存在风险传染问题，那么致使 P2P 平台退出的原因仅是该平台的不当

违规操作或是无效率经营。经营规范、资信良好的 P2P 平台并不会受到其他不良 P2P 平台

的干扰，此时应当观测到退出平台和正常平台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或者说特征的好坏对平

台的生存时间是有显著解释能力的。但按照上述推论，P2P 行业理论上存在风险传染，最初，

那些自身经营不善的 P2P 平台倒闭暴露了风险，经由投资者的无差别“挤兑”和借款人或平

台的恶意借款等道德风险行为以及行业的传染效应，平台退出风险蔓延传染至本身经营绩效

良好的 P2P 平台。同时，P2P 平台所具有的快速信息传递、交易撮合特点也为进一步加快风

险传染速度提供了客观环境。由此会发现如果 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那么正常经营的平

台将会受到问题平台的牵连（李苍舒和沈艳，2018）。此时，P2P 平台的退出与否将不再和

P2P 平台自身的经营行为相关，因此会观测到，平台本身特征不再对平台的生存时间有显著

解释能力，即使平台基本特征、经营状况不同，也会由于风险传染导致各 P2P 平台具有无差



别的退出风险。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一：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不同特征平台间的退出风险无显著差异。 

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常用方式是进行信息披露，伴随监管政策的不断推进，P2P 平台

也进行了各式信息的公开。但是根据有限关注理论，关注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具稀缺性，特别

是大量信息环境下，囿于时间和精力限制，投资者一般无法及时获取并充分理解足够信息，

因此信息分析能力会受到一定约束，会对信息处理做出有限关注选择，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具

有有限处理能力（Kahneman，1973）。Hirshleifer et al（2009）也证实了，财务信息的复杂程

度与形式对投资者的解读效率有影响，相较于晦涩复杂的信息，投资者更能接受简单突出的

信息。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对于 P2P 平台的各类信息，如果存在一定主次顺序或理

解和接受的难易程度区分，引导投资者明确关注一些客观指标，可能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

响。 

在目前 P2P 行业整改大背景下，相比于诸如注册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低这种需要一定

专业知识才能较好理解的平台指标，资金存管的有无更易让投资者理解。资金存管符合目的

导向性和刺激驱动性两个特性，既能够保护资金安全与投资者投资目的密切相关，又简单突

出易被感知，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投资者有限关注和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识别平台

是否资金存管能够帮助投资者节省关注成本，便于投资者甄别与选择平台。 

除了吸引投资这外，资金存管根本目的是为了促使 P2P 平台回归信息中介的本质，将

投资者和借款者在 P2P 平台上进行投融资活动的所有资金通过在存管银行处开立的相关账

户进行存取、支付、清算等一切资金往来业务，使平台本身与资金隔离，只承担提供信息撮

合交易职能，消除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时间差，从而有效遏制 P2P 平台形成资金池，避免

平台随意挪用资金，提升平台违规成本，防止“庞氏骗局”和平台非法集资，降低 P2P 平台

“跑路”风险。 

本文提出假说二：资金存管能够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 

除了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双重挤兑之外，P2P 行业的特性及我国的监管背景也加剧了

风险传染。Lang & Stulz（1992）通过对大公司破产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破产公告对同行

业竞争对手公司有两种影响，一是传染效应，二是竞争效应，总体是传染效应占主导。本研

究将传染效应定义为个别公司的危机波及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投资者或消费者会将问题延

伸至对行业整体的理解，将个体事件视为系统风险，造成整个行业的全面危机；竞争效应定

义为个别公司的危机使同行业其他企业受益，投资者或消费者会将需求从危机公司转移到别

的企业，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王思敏和朱玉杰（2010）进一步探讨了传染效应发生的原

因，由于同一个行业的公司经营模式等会具有一定的相似度，而危机是一个信息暴露的过程，

会暴露出发生危机公司的信息，也能折射出整个行业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而引发投资者或消

费者对行业整体的怀疑，产生传染效应。之后王永钦等（2014）具体研究了信任品行业中这

两种效应，他提出如果监管制度比较健全，竞争效应比较明显，公众会将个别企业的丑闻看

作偶发的不良行为，将需求转移到同行业其他企业，使丑闻企业的竞争对手获益；而监管有

待完善时，则占主导地位的是传染效应，个别企业的丑闻会让公众对整个行业产生疑问，将

个体事件放大为行业普遍现象，造成对全行业的不利影响，反映出我国信任品行业危机的重

要原因在于监管机构监管乏力及民众对监管制度缺乏信任。我国 P2P 行业符合王永钦等



（2014）对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定义，即商品质量不可知，消费后也无法立即确认

质量，了解该商品真实质量的成本极高。同时我国 P2P 行业监管环境也不够成熟，有待改

进。根据上述分析，作为信任品的 P2P 行业在目前监管仍有缺失的状况下也应该是传染效

应为主导，个别 P2P 平台的危机会传染到别的平台，从而引发短时间内大量平台集中“爆

雷”。不同基本特征和经营状况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无显著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P2P 市

场的失灵，市场筛选机制出现问题，无法有效实现“优胜劣汰”，市场力量已经无法保证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需借助政府力量对行业进行监管。 

上述所言信任品行业存在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是源于监管部门的缺位，而资金存管作为

政府监管的重要政策，有助于营造良好市场氛围，规范行业发展，完善监管制度，从而从根

源上抑制行业效应中的传染效应。当监管环境改善，行业效应理论上会从传染效应向竞争效

应逐步转变，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实现有效筛选和淘汰，维持市场正常运作，解决市场失灵状

况。 

综上，资金存管政策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防止投资者挤兑、抑制传染效应、解决市场

失灵，也即资金存管有助于瓦解 P2P 行业风险传染的成因，从而控制 P2P 行业退出风险的

传染，使平台退出有迹可循。 

本文提出假说三：资金存管能缓解 P2P 行业的风险传染，实现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中

退出风险不同的平台之间有显著差异。 

四、数据来源和模型介绍 

（一）模型介绍 

本文利用 Cox 生存模型检验 P2P 行业是否存在风险传染，考察资金存管对 P2P 平台退

出风险和 P2P 行业风险传染的影响，以 P2P 平台生存时间为被解释变量反映 P2P 平台的退

出风险，借鉴 Namini et al.（2013）和刘海洋等（2017）的处理方法，将生存时间定义为 P2P

平台 i 成立并持续存在至退出市场的时间，为典型的久期数据（巴曙松等，2018）。在介绍

Cox 生存分析模型与变量选取前，需要先解决两个问题：（1）“左归并”（Left Censoring）问

题（或称“左删失”）。“左归并”指 P2P 平台在观测期之前就已成立或已倒闭，即无法得知

平台自成立以来至本文观测期间开始的生存状态；（2）“右归并”（Right Censoring）问题（或

称“右删失”）。“右归并”指 P2P 平台在观测期结束时仍存在并未退出。为解决“右归并”

问题，本文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设置终止变量（或称结局变量）𝑑𝑖。存在“右归并”时，设

个体 i 的真实寿命为𝑇𝑖
∗（可能无法观测），而归并时间为𝐶𝑖

∗。实际可观测到的T𝑖有两种情况，

一是个体真实寿命𝑇𝑖
∗，二为归并时间𝐶𝑖

∗，T𝑖应为两者中较小的那个，T𝑖=min（𝑇𝑖
∗，𝐶𝑖

∗）。虚

拟变量𝑑𝑖=1（𝑇𝑖
∗<𝐶𝑖

∗），其中  1  为示性函数，即如果括弧中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换而言之，如果𝑑𝑖=1，则有完整记录，不存在右归并，反之即有“右归并”。 

本文基于久期数据，构建 P2P 平台的风险函数对 P2P 平台在未来不同时点上退出 P2P

市场的概率进行预测。Cox 生存分析中的解释变量是 P2P 平台退出的风险函数 ( , )h t X ，其中

风险向量 X 表示平台在经营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冲击，将风险函数 ( , )h t X 写作成： 

 0( , ) ( ) ( ' )ih t X h t X   （1） 

其中， 0( )h t 为基准风险，代表样本 P2P 平台的共性，只与时间 t 有关，而与个体 X 无



关， 1 2' ( , , )i pX X X X 为影响 P2P 平台 i 生存的协变量； 1 2( , , )p    是回归系数； ( ' )X 

体现了样本 P2P 平台的特殊性质，表示每个平台的相对风险，较为常见的一般形式为： 

 
1

( ' ) exp( ' ) exp( )
p

k kk
X X X   


    （2） 

将公式（2）代入风险函数 ( , )h t X 中得到如下新的风险函数形式： 

 0 0 1
( , ) ( )exp( ' ) ( )exp( )

p

k kk
h t X h t X h t X 


    （3） 

传统 Cox 生存分析模型中，基准风险 0( )h t 一般都具有特定形式，基准风险 0( )h t 呈现出

单调递增性质或者单调递减性质，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总是如此。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

Cox 比例风险模型，Cox 比例风险模型无需设定特定的基准风险形式，P2P 平台 i 和 P2P 平

台 j的相对风险之比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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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得到的 P2P 平台 i 和 P2P 平台 j相对风险比值是一个常数。所以，当其他因素保

持不变时，用 X 表示未上线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 *X 表示已上线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
*( , ) / ( , ) exp( )h t X h t X  表示未上线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相比已经上线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

的风险。 jR 表示第 j位 P2P 平台失效的风险集，因此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似然估计函数可

以表示为： 

                  
1

ln ( ) [exp( ' ) exp( ' )]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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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X X  

 
                   （5） 

本文研究资金监管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参考已有相关研究（Emektera et al.，

2015；巴曙松等，2018；李苍舒和沈艳，2018），以 P2P 平台生存时间为被解释变量衡量 P2P

平台的退出风险，生存时间越长表示退出风险越小，并在公式（1）中加入可能影响 P2P 平

台生存的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互联网理财产品的 P2P 理财产品子数据集。该互联

网理财产品数据集自 2015 年 8 月开始公布行业内当期数据可查的 P2P 平台数据，具体包括

P2P 平台基本信息、P2P 平台产品信息、P2P 平台 30 日成交数据以及 P2P 平台事件信息等

共计 4 个信息集。每个信息集均有平台名称、平台 ID、变量统计起讫时间点。P2P 平台基本

信息集中包含注册资本、注册地城市、上线时间、平台背景、是否允许债券转让以及平台业

务类型等；P2P 平台产品信息集则提供平台业务的类型以及比重的细化指标；P2P 平台 30 日

成交数据信息集包含以 30 日为一个观测期的 P2P 平台成交总量、P2P 平台投资总人数、P2P

平台成交平均利率、P2P 平台成交平均借款期限以及 P2P 平台累计待还余额；P2P 平台事件

信息集包括 P2P 平台是否正常运营、退出时间以及出事的原因类型。 

本文观测期间为 2015 年 8 月-2018 年 9 月（共计 37 期月度数据），选用了 601 家样本

P2P 平台。为了规避前述“左归并”问题，需要确保 P2P 平台在观测期之前不存在状态，也

即 P2P 平台必须在观测期之后才成立，本文选用的国泰安数据库于 2015 年 8 月才有可查的

P2P 平台数据，故样本 P2P 平台最早成立时间只能为 2015 年 8 月，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平

台都为 2015 年 8 月之后成立的 P2P 平台1。此外，根据前述解决“右归并”的方法，将观测

                                                   
1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观测时间的起始点设定在 2015 年 8 月（即国泰安数据库中的 P2P 理

财产品子数据集中的平台数据发布时间），虽然解决了样本“左归并”问题，但这会面临一些

其他问题。由于观测期的限定，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上线的 P2P 平台将无法进入样本，特别



期结束（2018 年 9 月）以后仍生存的 P2P 平台的结局变量设为 1，已退出市场的 P2P 平台设

定为 0。 

本文研究问题为资金存管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故选用能反映退出风险的 P2P

平台生存时间为被解释变量，生存时间与退出风险呈反比，生存时间越长代表退出风险相应

越小；选用资金存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中 P2P 理财产品的子数据集，本

文选取注册资本、平台背景、交易规模、平均利率水平、投资人数、平均期限以及累计待还

余额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干扰，本文对解释变量都进行滞后一期

处理。进一步地，为了剔除回归结果受到诸如成交规模、投资人数等解释变量的极端异常值

影响，本文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L.资金存管 
虚拟变量，当月平台已上线银行存管赋值为

1，否则为 0 
7877 0.0886 0.2842 

平台背景 
将平台背景分为民营背景、上市公司背景、

国资背景和银行背景 
7877 1.3650 0.7913 

L.注册资本 
平台在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时填写申报的注册

资金（单位：万元）的自然对数 
7877 8.1683 0.8871 

L.成交规模 
每月平台满标并成交的总金额（单位：万元）

的自然对数 
7877 7.1005 2.5760 

L.投资者平均收益率 
平台每月所有成交标的投资者所得收益率平

均值，单位：% 
7877 10.9638 3.9538 

L.投资人数 
每月在平台进行投资的总人数（单位：人）

的自然对数（同一投资人不重复统计） 
7877 5.6239 2.3164 

L.平均借款期限 
平台每月所有成交标的借款期限平均值（单

位：月）的自然对数 
7877 1.1713 0.7616 

L.累计待还余额 
平台每月全部借贷项目尚未偿还金额（仅包

含本金，单位：万元）的自然对数  
7877 9.2077 1.7799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 Cox 比例风险模型需要满足等比例风险假设的前提，因此本文对于每个回归进行

了对应的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的结果见每个实证表格内“联合等比例

风险假设检验”行（也称“全局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模型均能够通过等

比例风险假设检验1，说明本文数据符合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适用条件，基于本文模型及变

量进行 Cox 生存模型分析是适合的。本部分将依据实证结果检验分析框架部分的研究假说，

并做进一步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与分析 

                                                   

诸如人人贷、陆金服等绩效优异平台的丢失可能会对样本的代表性造成影响。但考虑到 P2P 行

业较大的风险暴露时间均发生在 2015 年 8 月之后（2015 年 12 月“e 租宝”事件后期以及 2018

年 6、7、8 月的集中“爆雷”事件），本研究的样本观测期就研究风险传染而言仍然是合意

的。 
1 等比例风险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满足等比例风险，备择假设是变量不满足等比例风险。由于

各 P 值都大于 0.1 显著性水平，所以拒绝备择假设，接受原假设。 



表 2 汇报了以 Cox 生存分析模型考察平台特征、资金存管对平台退出风险影响的基础

回归结果。回归 1 给出了仅放入了平台特征时的生存分析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样本

P2P 平台而言，平台背景、注册资本、成交规模、投资人数、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平均

借款期限以及累计待还余额等平台特征对 P2P 平台的退出风险并无显著解释能力。或者换

言之，不同特征的 P2P 平台的退出概率是无差异的，不论平台自身发展好坏其退出概率是

一样的。理论而言，经营稳健、高效的 P2P 平台应该拥有相比于经营不善的 P2P 平台而言

更为优异的特征和更低的退出风险，但由于行业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存在风险传染问题，在

“劣质”平台退出导致市场情绪悲观时，“优质”平台或本身发展不至于濒临退出的 P2P 平

台会因投资者无差别的挤兑行为或借款人的恶意借款等违规操作以及行业的“传染效应”等

受到拖累进而退出，此时会观测到平台特征对退出风险不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 

但是本文以 P2P 平台特征对平台退出风险无显著解释能力进而倒推 P2P 行业存在风险

传染的验证思路仍然面临如下挑战：大量 P2P 平台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危机同样可能是因为

诸如经济下行、银根收紧、股市波动等宏观因素的冲击，不能仅仅根据平台特征与平台退出

风险关系不显著、不同特征的 P2P 平台退出概率无差异推断出 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若

存在风险传染，那么平台的退出应该存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的集中风险暴露特点。因此，本文

从时空两个角度考虑，首先将全国 P2P 平台退出数量滞后一期放入模型中（见回归 2），结

果显示上一期全国退出平台数量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上一期全国退出平

台数量越多，本期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大；其次，将全国 P2P 平台退出数量具体分为本省

退出平台数量、相邻省份退出平台数量以及除本省和相邻省份之外的其他省份退出平台数

量，将这三个变量滞后一期放入模型（见回归 3、4、5），结果显示，本省上一期退出平台数

量对省内 P2P 平台退出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省上一期 P2P 平台退出数量越多，本期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大，而相邻省份和其他省份的退出平台数量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不具有显

著解释力，证明 P2P 平台的退出确实存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再将对 P2P 平台退出风险有

影响的本省平台退出数量滞后两期和滞后三期分别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见回归 6、7），发

现滞后两期和滞后三期的本省退出平台数量对当期 P2P 平台退出风险并无显著解释能力，

仅滞后一期的本省退出平台数量能够影响当期 P2P 平台退出风险，证明 P2P 平台的退出存

在时间上的集中特征。如果大量 P2P 平台短期内集中“爆雷”是由于宏观因素的冲击，应该

会呈现出或时间上或空间上的无差别特征，而本文证明出 P2P 平台退出在时空上都具有集

中风险暴露的特点，进而证实 P2P 平台特征对平台退出风险无显著解释能力、不同特征的

P2P 平台退出概率无差异是因为 P2P 行业的风险传染。综上，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研究

假说一得到验证 

表 2  平台特征对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 

 (1) (2) (3) (4) (5) (6) （7）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上市公司背景 
-1.0100 -1.0650 -1.1252 -1.0367 -1.0076 -0.8820 -0.9084 

(1.0169) (1.0290) (0.7252) (0.8122) (0.7962) (0.8461) (0.8827) 

国资背景 
-0.5945 -0.6477 -0.6108 -0.6033 -0.5996 -1.1501 -1.2148 

(0.7485) (0.7510) (0.7749) (0.7651) (0.7745) (0.9999) (1.0054) 

银行背景 
0.2303 0.2316 0.2835 0.2280 0.2441 0.0660 -35.3935*** 

(0.6086) (0.6144) (0.5960) (0.6220) (0.6186) (0.8069) (0.5428) 

L.注册资本 
0.0258 0.1255 0.0199 0.0209 0.0324 0.0944 0.1243 

(0.1538) (0.1642) (0.1838) (0.1928) (0.1935) (0.2276) (0.2101) 

L.成交规模 
-0.1842 -0.1842 -0.1983 -0.1874 -0.1827 -0.2241* -0.1624 

(0.1635) (0.1593) (0.1520) (0.1675) (0.1641) (0.1348) (0.1471) 



 (1) (2) (3) (4) (5) (6) （7）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L.投资者平均收益

率 

0.0446 0.0499 0.0501 0.0461 0.0435 0.0278 0.0143 

(0.0427) (0.0437) (0.0386) (0.0415) (0.0411) (0.0429) (0.0422) 

L.投资人数 
0.0593 0.0518 0.0521 0.0592 0.0588 0.0991 0.0285 

(0.1002) (0.0990) (0.1091) (0.1087) (0.1100) (0.1059) (0.1170) 

L.平均借款期限 
-0.2609 -0.2712 -0.2488 -0.2678 -0.2520 -0.1968 -0.0128 

(0.1845) (0.1798) (0.3655) (0.3743) (0.3768) (0.3036) (0.3357) 

L.累计待还余额 
-0.0705 -0.0722 -0.0726 -0.0684 -0.0718 -0.1416 -0.1365 

(0.1739) (0.1665) (0.2056) (0.2178) (0.2197) (0.1537) (0.1750) 

L.全国月度退出平

台数量 
 

0.0460* 

     

(0.0256) 

L.本省月度退出平

台数量 
  

0.0074** 

    

(0.0031) 

L.相邻省份月度退

出平台数量 
   

-0.0008 

   

(0.0021) 

L.其他省份月度退

出平台数量 
    

-0.0008 

  

(0.0016) 

L2.本省平台退出

月度数量 
     

0.0378  

 (0.0374) 

L3.本省月度退出

平台数量 
      

-0.0104 

(0.0186) 

联合等比例风险检

验 
0.2996 0.2986 0.1447 0.1216 0.3605 0.1156 0.3344 

观测值 7877 7842 7840 7840 7841 7841 7840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系数在 P2P 平台层面的聚类标准误；L.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L2.变量表示将变

量滞后两期. L3.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回归 8 和回归 9 分别是仅放入资金存管和同时放入平台特征和资金存管进行生存模型

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控制平台特征与否，资金存管都表现出了对平台退出风险的显著

负向作用。即相比于未实现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而言，实现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

更低，资金存管可以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研究假说二得以验证。 

资金存管对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可能是直接规范平台自身的经营行为进而降

低平台退出风险，但也不排除还存在通过抑制风险传染进而降低平台退出风险。具体来看，

资金存管对降低平台退出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如下两条路径：1.规范经营行为的直接效应：资

金存管规范了平台本身的经营行为。在原先投资者资金未存管至银行时，平台和借款人实际

上都有机会触碰到资金，这使得在诸如“假标”以及恶意借款等风险事件暴露时，借款人和



平台责任不清，无法实现对借款人或平台的处罚。对恶意操作处罚较轻甚至不处罚使得借款

人或平台恶意操作的收益高于成本，激励借款人或平台违规恶意操作。资金存管至银行后，

平台触碰资金的难度增加，违规操作的成本增加，这会对平台的规范经营形成正向激励，进

而降低退出风险。同时也能通过资金存管降低投资者甄选 P2P 平台的信息搜集成本，吸引

投资者，降低平台资金链断裂可能，进而降低退出风险。这种退出风险的降低与风险传染无

关，而是因为自身经营操作的规范程度提高，经营效率改善。2.降低风险传染的间接效应：

一方面资金存管可以作为识别平台质量的信号来缓解 P2P 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根源

上减轻风险传染。也可以作为重要监管政策以完善监管体系从而抑制 P2P 行业的传染效应；

另一方面，资金纳入监管体系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避免其投资决策受到风险事件的干扰。

在原先投资者资金未存管至银行的情况下，面临诸如平台倒闭、跑路等风险事件发生，投资

者会对自己选择的平台经营行为产生质疑，出于避险考虑要求提前兑付来保障资金安全。当

兑付请求超过平台兑付能力时，风险会由“劣质”平台传染至“优质”平台。而资金存管后，

投资者能够确保资金不会被 P2P 平台挪用，有理由相信平台的倒闭属违规操作的个例而非

普遍行为，故无需提前取走投资，从而避免挤兑事件，降低 P2P 行业间的风险传染。但这种

对降低风险传染的有效性还受到诸如信息披露程度等机制的影响（李苍舒和沈艳，2018）。 

基于回归 8、9 中资金存管变量的显著性以及方向仅能说明资金存管可以降低 P2P 平台

退出风险，但无法回答资金存管对降低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除了通过直接规范平台自身的经

营行为，是否存在通过抑制风险传染来间接降低平台退出风险？因此本文在控制平台特征和

资金存管的同时，引入资金存管与平台特征交互项，实证结果汇报于回归 10。此处的识别

逻辑是：如果资金存管仅通过直接规范平台自身的经营行为降低退出风险而无法控制风险传

染，那么在实现资金存管的平台中，依然会无法观测到平台特征与平台退出风险的显著关系。

但如果资金存管能够抑制风险传染，会观测到在实现资金存管的平台中，平台特征与平台退

出风险的关系将会是显著的。回归 10 的交互项系数证实了资金存管能够缓解风险传染，进

而降低平台退出风险，研究假说三得以验证。在资金存管与平台特征交互项中，成交规模、

投资人数、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以及累计待还余额与资金存管的交互项表现出了平台退出

风险的显著解释能力：成交规模越大、收益率越低、投资人数越多以及待还余额越小的 P2P

平台，其退出风险越低。具体来看，成交规模越大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小，成交规模反映了

P2P 平台的经营情况，成交规模越大说明平台经营情况越好自然可持续运营，即退出风险越

小；收益率越高平台退出风险越大，已经有多篇文献（叶青等，2016；王修华，2016）证明

高利率是问题平台有别于正常平台的特征，部分平台过分追求高收益，只注重业务扩张而忽

视风险控制，高额的利率负担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致使平台易陷入无法兑付困境从而

导致倒闭，利率越高风险越大也符合投资学常识；投资人数越多平台退出风险越小，投资人

数越多资金供给越充足，资金链断裂可能性越小，降低了流动性风险，退出风险自然降低；

待还余额越大平台退出风险越大，待还余额代表借款人未还投资，未还的数额越大，概率上

来说借款人违约风险也越大，P2P 平台资金周转压力就越大，平台入不敷出可能性越大，呆

坏账的可能性越大，崩盘可能性也越大。以上结果说明 P2P 平台实现资金存管之后，退出风

险开始有规律，不再是无差别风险。由原来无资金存管时倒闭无迹可寻，到不同运营特征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呈现差别，说明资金存管政策有效，不仅能够规范 P2P 平台运营，直接降

低 P2P 平台自身退出风险；还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 P2P 行业非理性的“挤兑”现象，控制

风险传染，阻隔行业退出风险传染至正常 P2P 平台，进而间接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 

为了证明交互项所示结果是表示在相同特征下，有无资金存管对退出风险的影响，而并

非表示在实现资金存管前提下，平台特征对退出风险的影响。本文又以 P2P 平台是否实现

资金存管为子样本划分标准，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汇报于回归 11 和回归 12。回归 11 为

实现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进行的回归结果，回归 12 为未实现资金存管的 P2P 平台进行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平台特征对平台退出风险的显著解释能力仅存在于实现资金存管的平台

子样本中。  

表 3  资金存管对平台退出风险的影响 

 (1) (2) (3) (4) (5) 

变量 回归 8 回归 9 回归 10 回归 11 回归 12 

上市公司背景  
-1.0546 -1.3113 -40.8686*** -1.0347 

(1.0562) (1.2452) (0.9242) (1.0720) 

国资背景  
-0.5807 -0.5363 2.1114 -1.2322 

(0.7486) (0.7663) (1.7228) (1.0280) 

银行背景  
0.1995 0.2830 -40.7084*** 0.3505 

(0.6069) (0.5954) (1.3255) (0.6079) 

L.注册资本  
0.1449 0.0326 -0.9128*** 0.1049 

(0.1620) (0.1474) (0.3350) (0.1692) 

L.成交规模  
-0.1745 -0.1397 -1.3555** -0.1715 

(0.1502) (0.1650) (0.5980) (0.1798) 

L.投资者平均收益

率 
 

0.0348 0.0014 -0.0419 0.0258 

(0.0433) (0.0443) (0.0887) (0.0475) 

L.投资人数  
0.0746 0.1592 -0.2631** 0.1421 

(0.1008) (0.1318) (0.1322) (0.1313) 

L.平均借款期限  
-0.2410 -0.1723 -1.7252*** -0.1557 

(0.1811) (0.2119) (0.3661) (0.2087) 

L.累计待还余额  
-0.0906 -0.1579 0.7178* -0.0772 

(0.1534) (0.1424) (0.3825) (0.1810) 

L.资金存管 
-1.1943*** -1.0193** -2.0540* 

  
(0.4014) (0.4123) (1.0493) 

L.资金存管与注册

资本交互项 
  

-0.0031 
  

(0.0092) 

L.资金存管与成交

规模交互项 
  

-0.6664* 
  

(0.3839) 

L.资金存管与平均

收益率交互项 
  

0.1520** 
  

(0.0683) 

L.资金存管与投资

人数交互项 
  

-0.3412** 
  

(0.1557) 

L.资金存管与借款

期限交互项 
  

-0.7072 
  

(0.4349) 

L.资金存管与累计

待还余额交互项 
  

0.7645* 

  

(0.3903) 

联合等比例风险检

验 
0.9957 0.4635 0.9310 0.3692 0.4883 

观测值 7877 7877 7877 698 7179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系数在 P2P 平台层面的聚类标准误；L.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L2.变量表示将变

量滞后两期. L3.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地，本文将样本 P2P 平台进行分类，根据 P2P 平台背景和是否允许债权转让两

种划分标准来进行分样本回归。 

根据表 4 可看出，首先不同背景的 P2P 平台，资金存管对平台退出风险都显著为负，资

金存管能够降低平台退出风险。其次，拥有国资背景和银行背景的 P2P 平台，不论是否资金

存管，平台特征对退出风险都具有一定解释力，在没有资金存管的情况下，成交规模越高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小，借款期限越长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小。在引入资金存管交互项

后，注册资本、投资人数、借款期限与资金存管交互项结果显著为负，待还余额与资金存管

交互项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实现资金存管后，注册资本越多、收益率越低、投资人数越多、

待还余额越少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小。在上市公司背景和民营背景的平台中，与基础回

归一致，未引入资金存管变量时 P2P 平台特征对其退出风险无显著解释力，说明不同特征

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无显著差异，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引入资金存管变量后，资金存管

对退出风险影响显著为负，平台特征系数也开始显著，注册资本越高、成交规模越大、投资

人数越多以及待还余额越小的平台，其退出风险越低，表示资金存管不仅能够降低平台退出

风险，而且可以抑制 P2P 行业的风险传染。不同背景平台的回归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国资

背景和银行背景对投资者意味着信用背书，投资者更为信任这两类背景的 P2P 平台，这两

类背景在选择平台时可能就设有一定筛选标准或对所投资平台设有经营要求，本身具有一定

规范作用，因此风险传染程度较其他背景的 P2P 平台轻微。而民营背景和上市公司背景的

P2P 平台，投资者信任程度较低，更易出现挤兑。 

表 4  以平台背景分样本回归 

 回归 13 回归 14 

变量 国资背景和银行背景 上市公司背景和民营背景 

银行背景 
0.5075 

 
(0.6298) 

上市公司背景  
-1.3816 

(1.2751) 

L.注册资本 
-0.6431 0.0831 

(0.4880) (0.1628) 

L.成交规模 
-1.3231** -0.1453 

(0.5711) (0.1768) 

L.投资者平均收益率 
0.1147 -0.0046 

(0.1410) (0.0473) 

L.投资人数 
1.7058 0.1437 

(6.5062) (0.1257) 

L.平均借款期限 
-1.0625** -0.1047 

(0.5023) (0.2246) 

L.累计待还余额 
-0.5859 -0.1452 

(0.5777) (0.1700) 

L.资金存管 
-7.5659*** -2.0339* 

(0.2257) (1.1501) 

L.资金存管与注册资本交互项 
-1.9274*** -0.0254 

（0.0755） (0.3381) 

L.资金存管与成交规模交互项 -0.4431 -0.6974* 



 回归 13 回归 14 

变量 国资背景和银行背景 上市公司背景和民营背景 

(1.1652) (0.3755) 

L 资金存管与平均收益率交互项 
-0.7045 0.2064** 

(8.4789) (0.0898) 

L.资金存管与投资人数交互项 
-7.8030*** -0.3125* 

(0.8728) (0.1635) 

L.资金存管与借款期限交互项 
-7.5388*** -0.6617 

(0.9048) (0.5337) 

L.资金存管与累计待还余额交互项 
12.6976*** 0.6408* 

(1.1368) (0.3611) 

联合等比例风险检验 0.9999 0.5969 

观测值 1037 6840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系数在 P2P 平台层面的聚类标准误；L.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L2.变量表示将变

量滞后两期. L3.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以 P2P 平台是否允许债权转让进行分样本回归，P2P 行业的债权转让是指投资者（债权

持有者）在 P2P 平台进行投资，获得了投资债权，在这个投资债权尚未到期之前，将债权转

让给他人。现有文献对 P2P 债权转让研究较少，对 P2P 债权转让的影响基本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 P2P 债权转让可以解决投资者小额短期投资需求与借款者大额长期借款需求的矛

盾，有助于 P2P 平台的业务拓展，能够降低平台流动性风险（陈秋竹和陈凌洲，2018）；二

是认为 P2P 债权转让会加剧恐慌情绪蔓延，可能是风险信号，会加快违约风险的传染（王书

斌等，2017）。表 5-5 的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允许债权转让，资金存管对平台退出风险仍显

著为负，资金存管能够降低平台退出风险。未引入资金存管变量时两组与基础回归皆一致，

P2P 平台特征对其退出风险无显著解释力。允许债权转让的 P2P 平台在引入资金存管变量

后，成交规模、投资人数与资金存管交互项结果显著为负，收益率、待还余额与资金存管交

互项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实现资金存管后，成交规模越多、收益率越低、投资人数越多、待

还余额越少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越小。不允许债权转让的 P2P 平台在引入资金存管变量后，

注册资本、投资人数与资金存管交互项结果显著为负，收益率与资金存管交互项结果显著为

正，表明实现资金存管后，注册资本越多、收益率越低、投资人数越多的 P2P 平台退出风险

越小。 

表 5  以能否债权转让分样本回归 

 回归 15 回归 16 

变量 允许债券转让 不允许债券转让 

上市公司背景 
-36.9285*** 0.8388 

(0.4613) (1.2215) 

国资背景 
-36.2039*** -0.0485 

(0.4423) (1.0437) 

银行背景 
1.5538 -35.0505*** 

(1.1449) (0.6463) 

L.注册资本 
0.3767 0.3688 

(0.2711) (0.2674) 

L.成交规模 
-0.0142 -0.3680 

(0.0096) (0.3260) 



L.投资者平均收益率 
-0.0437 0.1017 

(0.0868) (0.0798) 

L.投资人数 
0.1058 0.3749 

(0.1333) (0.2393) 

L.平均借款期限 
0.2688 -0.4308 

(0.4603) (0.2944) 

L.累计待还余额 
0.0235 -0.2021 

(0.1827) (0.1492) 

L.资金存管 
-3.4615* -4.6170** 

(1.8451) (2.1351) 

L.资金存管与注册资本交互项 
0.0202 -2.3900*** 

(0.0138) (0.9277) 

L.资金存管与成交规模交互项 
-0.9915** 4.0034 

(0.4953) (2.9486) 

L 资金存管与平均收益率交互项 
0.2937** 0.5160** 

(0.1270) (0.2129) 

L.资金存管与投资人数交互项 
-0.4747*** -2.4778*** 

(0.1817) (0.6359) 

L.资金存管与借款期限交互项 
-1.2762 0.9226 

(0.8366) (2.4490) 

L.资金存管与累计待还余额交互项 
0.8341* -0.4468 

(0.4892) (1.6714) 

联合等比例风险检验 0.5041 0.9660 

观测值 4452 2758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系数在 P2P 平台层面的聚类标准误；L.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L2.变量表示将变

量滞后两期. L3.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内生性讨论 

最后，对于 P2P 平台而言，是否实现资金存管并不是随机的。或者换言之，在政策整改

期内 P2P 平台选择实现资金存管与否是平台自行选择的，那么一方面，平台特征会影响平

台是否实现资金存管，另一方面影响平台特征的不可观测因素也可能影响着平台实现资金存

管与否的决策。直接将资金存管纳入模型将面临因内生性问题造成的有偏估计。虽然本文将

平台特征滞后一期，试图缓解因平台特征与资金存管间的互为因果造成的内生问题，但对实

证结果的解释仍需谨慎，原因是如果存在实现资金存管前，P2P 平台已经在为对接资金存管

进行调整，那么平台特征滞后一期仍然与资金存管存在内生性问题。就资金存管政策推进而

言，最终所有运营的平台都将实现资金存管。本文面临的内生性干扰主要来自于在样本观测

期内，平台实现资金存管存在与平台特征相关的偏好选择。比如规模越大、资信越良好的平

台越早地引入资金存管，当然也可能是规模较小的平台业务调整更加方便，资信越差的平台

面临的政策压力越大，越早地引入资金存管。如果存在上述特征偏好，那么实证结果的识别

机制不够干净。解决上述问题有多种，其中比较通用的是采用工具变量法，但本文受制于数

据限制并无多余变量供选择。本文转换思路，证明 P2P 平台选择接受资金存管与平台本身

特征无关，实证策略借鉴 Jenkins（1995）和 Galiani et al.（2005），采用离散涉险模型，以

P2P 平台是否接收资金存管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具体实证结果见表 6。结果显示平台选

择接受资金存管与平台本身特征无关。因此本文实证结果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干扰并不严重，



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回归 17 

上市公司背景 
-0.1473 

(0.4780) 

国资背景 
0.3193 

(0.3829) 

银行背景 
-1.1575 

(0.8161) 

注册资本 
0.2221 

(0.1477) 

L.成交规模 
-0.0334 

(0.1069) 

L.投资者平均收益率 
-0.0211 

(0.0319) 

L.投资人数 
0.0688 

(0.1184) 

L.平均借款期限 
0.0398 

(0.1450) 

L.累计待还余额 
0.0077 

(0.0701) 

常数项 
-3.3549** 

(1.3929)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7011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系数在 P2P 平台层面的聚类标准误；L.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L2.变量表示将变

量滞后两期. L3.变量表示将变量滞后一期；*、**、***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 P2P 平台短时间集中退出 P2P 行业的“爆雷潮”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基于相关

理论和以往研究，构建了 P2P 行业风险传染以及资金存管影响 P2P 平台退出风险的理论分

析框架，并利用 601 家样本平台 2015 年 8 月-2018 年 9 月的 37 期月度数据，通过 Cox 生存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现阶段 P2P 行业存在风险传染现象，这使得总体

而言不同成交规模、投资人数等特征的平台面临着无差异的退出风险。同时，P2P 平台退出

具有空间集聚、时间集中的特征。其次，资金存管政策能够降低 P2P 平台退出风险，这种对

平台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仅通过直接规范个体平台运营操作，也通过降低 P2P 行业的风险传

染。 

为加快 P2P 行业的整改步伐，尽快实现 P2P 平台合规目标，营造更为健康有序的市场

环境，以促进未来 P2P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

一，建立健全 P2P 平台良性退出机制。给予无法达到合规要求的 P2P 平台主动申报退出的

选择，退出进程中需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业务数据、退出计划执行情况和资金清退进度，实

现退出透明化、合法化，以防止媒体猜测报道和稳定投资者情绪，降低平台退出的负面影响。



同时，引导媒体正确舆论宣传，引导大众理性看待行业整改期间的平台退出问题，避免因对

事件过度渲染和错误解读引发挤兑现象，影响市场正常秩序；第二，完善我国信用体系建设。

将 P2P 平台评级和借款者评级纳入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中，同时依托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行业

自律组织，建立行业数据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平台间的信息共享。并加大对借款者违约和

平台违规的处罚力度，提高违约、违规成本。第三，转变监管思路，建立长效监管体系。目

前政府对 P2P 行业整改验收已步入尾声，未来政策导向应立足于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

P2P 平台能满足资金存管等合规性要求，不断推进网贷监管政策的实施。但不应只着眼于平

台是否实现硬性规定，要从合规监管转向有效监管，即在合规监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提升，

最终实现有效监管。此外，针对各 P2P 平台运营模式、发展阶段的差异，还应逐步由统一的

刚性监管向有差异的弹性监管转变，以通过松弛有度的监管，在保证 P2P 行业秩序的同时

促进金融创新，实现 P2P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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