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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公司”）签署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交行将涉及下列公司的主债权、担保债权及相关费用全部转让至信达公司，信达公司
成为合法的债权人。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将债权转让通知如下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请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信达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债务人 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人
湖南省翔宇食品有限公司 50,157,690.00� �23,661,674.15�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余桌彰、李青松、李迟康
湖南博雅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30,407,580.12� �18,046,746.32�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天行健置业有限公司

李迟康、严素娥
湖南省造纸印刷公司 0 �����������������773724.14 ���������������������������������自有房产抵押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利息计
算至2017年10月31日）和相应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信达公司的
利息及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8日

本报12月7日讯 今天，
“长沙高新区走进深交所暨麓
谷基金广场投融资路演”活动
在深圳举行，300多家知名投
资机构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与
高新区“麓谷基金广场”5个优
质科技项目进行深度对接。

近年来， 长沙高新区不
断加大财政投入服务科技型
中小企业，截至目前，汇聚企
业1.8万家。今年以来，高新区
已新增五家IPO企业， 截至
2017年11月底，境内外上市
企业达40家， 占全省40%以
上；今年新增“新三板”企业
13家，累计挂牌企业68家，占
全省的28%,占全市的48%，
居全国高新区排名第8位。在
湖南股交所挂牌企业达730

余家，居全省第一。
目前， 长沙高新区引进共

建了与科技部火炬中心、 深交
所合作搭建的长沙科技金融路
演中心， 长期举办与深圳证券
交易所合作的常态化项目路
演，面向全国4000多家投资机
构和1万多名投资人推介园区
高成长性科技项目。

“3年内，长沙高新区将规
划建设总面积超1平方公里的
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打造低密
度、花园式、定制化的绿色办公
环境和宜居生态城， 聚集约
200家金融及投融资机构入
园， 预计管理基金规模将超过
2000亿元。” 长沙高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莫一平表示。
■通讯员 袁路华 记者 陈月红

现金贷业务迎来监管“落地靴”
整治全面拉开 优质客群将成为互联网小贷平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国内福礼市场不断升温，
吸引零售企业重点布局。12月
6日，为期三天的“2017麦德
龙大福礼展” 在上海开幕，德
国零售巨头麦德龙成为首家
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福利礼品
综合展会的零售企业。

据麦德龙测算，国内福利
市 场 在 2015 年 就 已 达 到

3500—4000亿元规模， 目前
麦德龙在中国共有90家门店，
其中有87家店内都设有线下
专业福利礼品馆， 提供超过
2000种优质福礼产品， 并配
备有300多名福礼顾问提供咨
询服务及一站式的福礼解决
方案。

■潘海涛

企业福礼采购升温
麦德龙加码福利礼品业务

“麓谷基金广场”
5个项目赴深圳路演揽金

随着监管措施陆续出台，
现金贷企业面临生死考验，更
有不少从业者“唱衰” 这个行
业。那么，往后什么样的平台才
能在竞争中放开自己的“钱袋
子”？

湖南本土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平台———久融金融董事长
李煜华透露， 公司大数据风控
模型方面的开销要占到整个运
营成本的30%， 而如何利用大
数据风控模型形成“屏风”，以
此提高安全审核率， 成为未来
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关键，“选择
了怎样的客群， 就意味着选择
了怎样的风险收益平衡模式。”

此外，他表示，互联网时代
实现了全球资源的互联互通，
而年轻群体更习惯从网上选择
服务、满足需求，也更乐于使用
互联网贷款产品产生消费行
为。因此，如何提高平台在年轻
群体中的曝光度， 也成为现金
贷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91金融创始人
许泽玮认为：“规定不得暴力催
收，将此前现金贷机构依靠‘高
收益覆盖高风险’的模式推翻，
平台未来将更加注重风控，降
低风险。”

《通知》中明确规定，
具有无场景依托、无指定
用途、 无客户群体限定、
无抵押等“四无特征”的
“现金贷”业务快速发展，
在满足部分群体正常消
费信贷需求的同时，也存
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和社
会风险隐患。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 从
2013年10月分期乐上线，
到京东白条、蚂蚁花呗、苏
宁任性付等产品相继上
市， 消费金融产品伴随电
商模式逐渐渗透至房屋租
赁、婚庆、旅游在内的诸多
场景中。

“尽管装修、 教育、医
美、3C等常见场景竞争较

大，但随着零售品消费总额
的逐年增长以及消费分期
渗透率与欧美市场还有较
大差距等原因，消费金融市
场前景可人。” 紫马财行
CEO唐学庆认为， 新平台
打通市场的关键在于完善
的信用体系， 平台也应选
择合适的切入点， 采取差
异化竞争，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但是，上述业内人士认
为，在《通知》对现金贷的
“四无特征”总结下，部分现
金贷平台仍可虚构场景及
用途来开展现金贷业务，
亦可视为“伪消费贷”、“真
现金贷”， 这也将对当下的
监管构成挑战。

这份由人民银行金融
市场司代章的《通知》分为
六个方面， 分别对现金贷
业务开展原则、 网络小额
贷款清理整顿工作、 银行
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
务、完善P2P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业务管理、 加大
对各类违法违规机构处置
力度、 确保规范整顿工作
效果进行了细化规定，这
也标志着现金贷业务迎来
监管“落地靴”。

11月21日以来， 从紧
急叫停网络小贷牌照、中
国互金会发出网络小贷风
险提示， 到现金贷监管新

规落地，十余天内，监管部
门表现了对现金贷增量到
存量的整治决心。

不少现金贷平台似乎
也“嗅”到严监管的气息，
开始主动下调综合息费。

11月24日， 趣店在其
英文官网发布公告称，其
在支付宝界面的信贷服务
“来分期”将调整年化利率
至24%以下； 掌众金服也
于11月26日宣布除降低综
合息费年化36%以内，还
表示延长产品借贷期限；
更有发薪贷、 用钱包等数
十家现金贷平台宣布下调
综合息费。

12月1日晚，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
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统筹监管，开展对网络小额贷款
清理整顿工作。

过度借贷、重复授信、暴力催收、畸高利率、侵犯个人隐私等饱受诟病的“现金
贷”行业乱象，如今随着新规的落地有望迎来终结。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强监管信号的释放，互联网小贷平台盈利能力
将大受影响，如何选择优质客群将成为平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见习记者 黄亚苹

现金贷机构主动下调综合息费

现金贷或回归场景化消费

“一般都认为现金贷
主要是利息过高， 暴力催
收，共债过高等问题。实际
上， 最为严重的是风险可
能会向不同金融机构传递
的问题。” 星火钱包CEO、
星火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
长杨立在谈及现金贷问题
时认为， 此前一个借贷人
普遍会在10至30家平台借
款， 严重共债现象如今有
望得到解决。

但采访中， 也有业内
人士认为， 现金贷的规范
整顿并非一蹴而就，《通
知》精神的传导、落地、现

场检查和整改都需要时
间， 从业机构的转型或退
出也需要时间， 现金贷市
场后续会不会演变出新的
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广州e贷总裁方颂坦
言，《通知》规定对银行现金
贷业务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会让银行与助贷机构合作
开展的现金贷业务大量减
少，现金贷机构如何获得稳
定资金成一大难点。 此外，
按照全国最高融资杠杆两
倍计算，互联网小贷平台放
贷规模不得超过15亿元，盈
利能力将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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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客户的
平台才是好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