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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带火信贷，“剁手党”借钱也要买
长沙男性借款笔数占65%

提醒：冲动型消费者慎用消费贷

区的借贷消费数据从10月28
日就开始明显攀升，到11月8
日，数字达到峰值。截止到11
月10日， 借入笔数环比增加
了80%。

本报11月13日讯 “双
11”期间，在天猫、京东等电
商的销售数据飙升的同时，
消费者的网贷数据也迎来
大幅提高。 记者走访发 现 ，
长沙地区的不少年轻人通
过网贷等方式来买空他们
的购物车。

借钱消费90后男性占多
和网购人群女性为主力
军的情况不同的是，在借贷人
群中， 男性占到了绝大多数。
根据借贷宝提供的数据，长沙
男性借款笔数占比达65%，女
性仅为35%。
不少90后男 生表 示 ，借
钱消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满
足老婆或女友买买买的愿
望。“借钱一部分是为了购买
电子设备， 另一部分是为老
婆的购物车买单。”25岁的王
志凯告诉记者， 自己刚参加
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但还
是希望老婆能开心地过“双
11”。
数据显示， 在借钱消费
的城市中，长沙的占比达3%。
从大数据报告来看， 长沙作
为二线城市的代表， 其消费
的潜力正在被激发出来。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剁手党”借钱也要消费
今年读大四的小杨是小
米手机
“
发烧友”，家庭条件不
算优渥的他， 一个月前看中
了一款手机，但一下子很难拿
出3599元的费用。“双11”来
临之前，他发现京东电商平台
将消费贷产品“任性付”免息
升级，最高可享12期免息。
“每月支付不到300元。”
小杨笑着告诉记者， 自己平
时勤工俭学， 再做做课外辅
导 ，300 元 还 是 没 什 么 压 力
的。
由于各大电商平台纷纷
打出了预售的策略， 很多商
品需要提前一个星期， 甚至
半个月下订金购买， 将花钱
的时间线拉长。 借贷宝日前
发布的 《双十一消费借贷大
数据》报告显示，今年长沙地

13日，沪深两市指数齐创今年新高，分别走出六连阳和三连阳行情。中小板指数涨幅较大，突破8000点大关。两
市逾50只个股涨停。板块概念方面，中科院系、智能音箱、无人零售涨幅居前，涨幅在4.0%以上。百货、新零售、房屋租
赁跌幅居前，跌幅在1.0%以上。
新华社 图

湘股动态

湘企奥士康、科创信息IPO过会
奥士康拟募资14亿，为今年湘企最高

提醒

冲动型的“剁手党”慎用消费贷
“免息的信贷产品很容易让消费者心动。”业内人士介
绍，相比银行信用卡，这类互联网金融个人信用消费产品主
要针对年轻人，特别是刚出校门没有经济基础的大学生。它
起点低、申请办理快、手续简便更接地气，同时也满足了一大
批消费者的超前消费心理。而且，众多线上赊账功能与信用
卡的透支消费并无差异，两者都是“先消费，再还款”，在申
请、还款等手续上还更加简单。
“其实这就相当于虚拟的信用卡。”在某公司上班的李
女士表示，它对急需买东西又没钱的人来说很有用，但是
对像经常冲动消费的“剁手党”来说，还真不是好事，超前
消费这么方便，“潘多拉魔盒”一开就没法关闭。
零售专家提醒，消费者还是要理性消费，以免因为过度透
支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浙商银行入湘在即
12家股份制银行将齐聚湖南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今天从浙商银行长沙分行筹
备组获悉， 浙商银行长沙分
行已获中国银监会批准筹
建， 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正
式开业。 作为浙商银行的省
一级分行， 浙商银行长沙分
行的开设标志着12家全国性
股份制银行将齐聚湖南，将
为湖南发展注入更为充足有
力的金融动力。
资料显示， 浙商银行成
立于2004年， 总部位于浙江
省杭州市，目前已在北京、上
海、广东、四川、甘肃等13个
省市和浙江全部省辖市设立
了170家分支机构。 在英国
《银行家》 杂志发布的“2016
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

浙商银行位列117位（以总资
产计）。截至2017年6月，浙商
银行总资产14533亿元，年复
合增长率达36.19%， 增幅在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名
列前茅。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筹备
组负责人刘智达表示， 浙商
银行在全资产经营、 企业流
动性综合解决方案、 轻资本
运营、小微企业服务、个人财
富管理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
实践等方面独具特色， 将为
三湘四水机构和个人提供
“贴心”金融服务。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湖
南已有包括政策性银行 、国
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
等银行32家。 ■记者 潘显璇

上周五，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
准了7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湖
南企业占两家，分别是申请中小板
上市的奥士康、申请创业板挂牌的
科创信息。 其中奥士康拟募资
14.11亿元，刷新2017年湖南资本
市场IPO拟融资新纪录。 另外，科
创信息则拟募集资金2.35亿元，不
过该企业上半年出现亏损千万，遭
到媒体质疑。

奥士康拟募资14.11亿
据了解，奥士康主要从事高密
度印制电路板的研发、 生产和销
售，产品应用于计算机、消费电子、
通讯设备、汽车电子、工控设备以
及医疗电子等领域。
招股书披露，奥士康此次IPO
计划募集资金约14.11亿元，除2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余募集
资金将用于加码主业。其中约7.31
亿元用于年产120万平方米高精
密印制电路板建设项目，4.21亿元
用于年产80万平方米汽车电子印
制电路板建设项目，0.59亿元用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此外， 公司计划募集的14.11
亿元也超过了道道全创下的11.83
亿元的年内记录。另招股说明书显

示，奥士康2014-2016年的净利润
分别是1.32亿元、1.62亿元、1.9亿
元 ，2017 年 三 季 度 业 绩 为 1.12 亿
元，同比下滑18.08%。

科创信息半年亏千万
公开资料显示，科创信息是国
内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领域的信
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为客户
提供集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IT运
维等于一体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
案，此次拟在创业板公开发行不超
过2324万股。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
研究报告，2015年我国电子 政 务
总体投资规模达到2245.3亿元，到
2018年， 总体投资规模预计将超
过3400亿元。
科创信息在智慧政务和智慧
企业领域深耕多年，在行业内具备
领先优势。不过，其2017年上半年
的业绩却表现得有些令人失望。据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4-2016年及
2017年1-6月份，科创信息实现净
利 润 为 1385.55 万 元 、3273.07 万
元、3789.92万元和-1047.65万元。
不过，根据公司预计，2017年
度公司实现净利润4233.18万元。
■记者 黄文成

连线

内地个人借沪港通
买卖港股差价
再免两年个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
13日对外宣布， 内地个人借沪港
通买卖港股差价再免两年个税。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继续执行 沪 港股 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对内
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
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
的转让差价所得， 自2017年
11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4
日止， 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014年11月17日，“沪港
通”正式启动，财政部、税 务
总局、 证监会于2014年11月
14日联合下发通知， 对内地
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港股的
转让差价所得， 三年内免征
个人所得说。 此次通知是在
这一通知的基础上又将内地
个人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
免税政策延长两年。
■据新华社

中国太保再获全国内部审计“双先”殊荣
近日， 在由中国审计署主管
的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进行的全国
双先评选活动中， 中国太保集团
凭借扎实高效的内部审计工作荣
获两项大奖： 中国太保审计中心
华中区审计部喜获“2014至2016
年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荣誉

称号， 中国太保集团审计副总监
阎栗获得“2014至2016年全国内
部审计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中
国太保成为上海市国资委系统唯
一同时获两项殊荣和上海市唯一
连续两次获“双先”表彰的单位。
据悉， 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荣誉表彰是中国
内审领域最高级别的奖项， 旨在
鼓励各行业内审部门的创新与卓
著贡献， 充分发挥内审先进典型
的示范作用。
■陈婧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