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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向万亿级消费市场：装修、培训、买家电、旅游都能贷款

银行不再“
傍大款”，转身爱上小市民
“如今向银行借钱是不是变容易了。 我最近经常接到银行
介绍消费信用贷的电话。”长沙市民刘志宇表示。三湘都市报记
者调查发现，此前习惯“傍大款”的银行，目前正竞相开挖个人
消费贷款领域，纷纷推出各种创新消费贷款产品，希望在消费
金融的蓝海中分一杯羹。
■记者 蔡平 潘海涛 实习生 谢璘蔚

案例

消费贷款蛮好批

黎彬是一名海归博士，回
国后在长沙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黎彬和女
友购置了一套房子，但房子的装
修费用他决定自己承担。
由于刚工作不久， 黎彬和
女友要承担10多万元的装修款
有些吃力。 正好听一名同事介
绍现在各大银行有各种消费信
贷产品， 于是黎彬找到了某股
份制银行长沙分行的一款“信
金宝”消费贷产品。
“我一个同事之前申请过
这种消费贷款，我和他的情况差
不多，我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银

行业

多家银行推消费贷

记者了解到， 为抢占消费
信贷市场蓝海，各银行的消费贷
款正扩大覆盖面，针对不同用途
和不同人群都有相应的产品。
据悉， 工商银行新成立了
个人信用消费金融中心， 瞄准
白领和蓝领人群的融资消费需
求；民生银行近期推出了公积金
消费贷，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房

探因

行。 之后到银行提交了身份证
明、工作证明、住址证明等资料，
没过几天，银行就打电话跟我说
贷款批下来了。”黎彬表示。
记者从黎彬贷款的银行了
解到，客户拿到“信金宝”消费
贷款额度， 可用于任何合理的
个人或家庭消费， 如购车、装
修、旅游、进修、购置家电等日
常消费所需。
据黎彬介绍， 该笔贷款还
款按月归还本金， 并等额支付
相应手续费。 月手续费率均为
0.85%，“因为急需钱买建材，我
觉得还蛮合适的。”

贷， 还可以作为消费贷的信用；
中信银行推出了“
信金宝”，只要
提供身份证明、工作证明、住址
证明， 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信
用贷款； 招行对代发客户推出
“
闪电贷”，无须提交任何纸质贷
款申请资料，只要客户符合招行
贷款申请资格，通过招行手机银
行即可在线申请贷款。

贷款从企业大户向个人倾斜

长沙一家国有大行的消费
贷负责人介绍， 目前多家银行
推出的消费贷都可以随借随
还，且额度较高，多款产品额度
最高达到30万-50万元， 高于
一般信用卡贷款及电商推出的
消费贷。更吸引人的是，银行消
费贷的利率相对较低。据了解，
当前行业内消费信用贷的平均
利率约为12%。
银行为何青睐消费贷款
呢？ 长沙某股份制银行一名副

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期以来， 我国商业银行的服
务对象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因
此， 银行此前的消费信贷业务
占比不高， 特别是纯消费信贷
业务。 但伴随利率市场化的进
程， 在大中型企业贷款对银行
利润贡献有所下降的同时，个
人贷款业务对利润总额贡献将
逐步提高， 推动个人消费贷款
业务快速发展是当前环境下的
必然选择。

近来，多家银行推出了消费贷产品。

趋势

资讯

长沙或成
消费金融中心

股市不景气，居民存款搬家“减速”

当然， 银行瞄准消
费金融是出于消费金融
的庞大市场。 根据波士
顿咨询公司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 个人消费
贷 款 余 额 约 为 7.7 万 亿
元， 到2018年预计将增
至17.5万亿元。
“我看好消 费金 融
前景，特别是基于各类场
景的移动端消费金融的
发展。” 在日前举行的湖
南省第二届互联网金融
峰会上，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联合创始人兼CEO
叶大清说，未来国内消费
金融业的增长潜力将远
超过电子商务，未来三年
内，消费金融业增量有望
达到10万亿元，而且有可
能会诞生出多个千亿估
值的公司。
叶大清表示， 湖南
是个消费大省， 有着旺
盛的消费需求， 湖南在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
域的基础设施正不断完
善， 长沙有可能成为中
国的消费金融中心。

本报8月24日讯 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2015年
7月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7月
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34635.7亿元，同比增长15.9%，
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8和
1.0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走高。1-7
月各项存款新增3854.0亿元， 同比
多增1105.7亿元。 其中7月份新增
442.7亿元，同比多增522.1亿元。
数据显示，市民存款“搬家”的
趋势正在进一步“
减速”。 据记者统
计，今年以来，全省住户存款已持续
几个月出现
“
流失”。从流失的速度和

数量来看， 从5月开始呈现下降的趋
势：7月份湖南省住户存款当月净下
降71.4亿元，同比少降67.4亿元。与4
月份净下降446.3亿元、5月份净下降
198.1亿元相比，净下降额大幅收窄。
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变化，与6月下旬
以来股市的断崖式下跌有关，这意味
着市民又纷纷把钱存进了银行，居民
存款搬家进一步
“
减速”。
长沙多名银行资深人士提醒，
与其他投资渠道相比， 股市风险较
高， 市民应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与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适宜的投资
■记者 蔡平 通讯员 张彬
方式。

长沙彩民又中972万大奖
8 月 22 日 晚 ，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5097期开奖，全国井喷11注一等
奖，每注奖金599.54万元，其中有4
注进行了追加投注， 每注可多 得
359.72万元的追加奖金，当期我省
喜中1注959.27万元追加一等奖和
4注32737元追加二等奖，均出自长
沙市韶山南路路桥社区商业街17
号 门 面 4301002161 体 彩 投 注 站 ，
总奖金高达972.37万元。

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8
日 晚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5091 期 开 奖
中，郴州彩民以一张面额2元的单式
票命中570.22万元一等奖， 大奖得
主仍未兑奖，湖南体彩提醒，如果您
8月6日中午在郴州市北湖区政府
旁4310090028体彩投注站购买过
一张2元的大乐透彩票，请一定核对
是否中奖，如中奖请及时兑领。
■通讯员 蒋晓琴 记者 潘海涛

学习中医眼科大师新方法《100 天根治眼病 》免费送

巧治眼病 重现光明
面对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这些中老年眼病，我们是用尽办法；一旦病情恶化，就需要做
手术，但是有可能会落下后遗症，不仅患者痛苦，全家人都要担心。 读中医眼科大师徐世清的《100 天根治眼病 》，上百种眼病
家庭保健方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一学就会，教您如何保健眼部
视力提升，眼睛明澈、明亮！
《100 天根治眼病》由中医界久负盛
名的中医眼科大师徐世清倾其毕生的

临床研究成果编纂而成， 由他独创的
“养血生津” 之法更是被称为中老年眼
病史上的一次破冰之举。 读完这本书，
您将轻松的掌握眼部保健新方法。 一看
就懂，一学就会。
《100 天根治眼病》一经出版就引起
眼科治疗领域的高度关注，包括众多知名
专家也对其赞不绝口，为眼病患者开辟了

一条崭新的、高效的捷径。

300 本《100 天根治眼病》免费送
为了响应关爱中老年眼病患者的号
召，我省现决定公益发放这本价值 36 元
的畅销书。 患者可拨打电话：400-0359196 报名，《100 天根治眼病 》立刻送到
您家，看完这本书，学会方法，加强眼部
保健。 我省仅限前 300 报名患者，在此，

特别感谢徐世清老中医对本次公益活动
的捐赠与支持。

特别声明
本次活动纯属公益性质，不
收取邮寄费，如发现工作人员有
违规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 ：

400-035-9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