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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衡阳市“植优补
短”政银企对接推介会浦发银
行专场活动在衡山科学城举
行。会上，浦发银行与衡山科
学城管委会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与衡山科学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了风险补偿基
金合作协议，与衡阳桑谷医疗
机器人公司等多家科创企业

签订了信贷合作协议，计划为
衡山科学城首期提供10亿元
的金融信贷支持，为落户衡阳
的优质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
全流程的科技金融服务。据了
解， 浦发银行2014年入衡以
来，目前已在衡阳投放各类资
金90亿元。

■潘显璇 谭盛成

[问询]�聚焦公司收入和风险

对其互联网金融业务，熊猫
金控在年报中介绍：公司通过投
资设立银湖网、 广东熊猫镇、融
信通， 进入了互联网金融领域，
其中由广东熊猫镇开发运营的
“熊猫金库”于2016年3月正式上
线，截至去年年末累计交易额达
84亿元。 此外，2015年11月和
2016年6月， 广州市熊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及西藏熊猫小贷分
别正式运营，从描述来看，公司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转型颇具信
心。

不过，从公司主要参控股公
司的经营情况来看，业绩并不理
想 。2016年 ， 熊 猫 小 贷 盈 利
1898.4万元， 银湖网为240.5万
元，西藏熊猫则更少，盈利仅为
71.72万元。 而融信通则亏损
3792.97万元，熊猫镇亏损967.98
万元。

基于此，问询函要求公司补
充披露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业务
布局，前述各控股公司的发展定
位、分工和在公司整体业务板块
中的作用；同时结合各控股公司
的盈利情况、业务量、收入和成
本确认依据和原则等，进一步分
析公司金融业务的主要收入和
利润来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析显
示，报告期内金融或理财产品收
入达到 2.38亿元 ， 同比增长
53.18% ， 而营业成本却下降
3.23%， 金融理财业务毛利率则
增加3.71个百分点（94.23%）。对
此，上交所要求公司结合各类业
务业务量的变化和收入成本确
认原则等，进一步分析公司金融
理财业务业绩增长的原因、合理

性和可持续性。
年报还显示，2016年以来，

包括银监会、工信部、国家工商
总局等多个部委出台了系列法
律法规，强化互联网金融行业监
管。同时，明确网贷机构12个月
的调整期。在此期间，大部分平
台均面临整改、转型乃至清盘压
力。就上述问题，监管层要求公
司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行业发展趋势，比照公司互联网
金融业务的现状，进一步分析需
要调整或整改的主要事项、相关
应对措施和可能发生的成本费
用等，是否存在因无法完成整改
而需要转型或者清盘的可能，并
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进展]�熊猫金控两度延期

根据问询函要求，熊猫金控
应于5月19日前就相关事项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5月19日， 投资者等来的只
是一纸延期回复的公告，公告表
示，公司正组织各部门和年审会
计师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
行逐项落实和回复。由于《问询
函》涉及的内容较多，同时部分
内容需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专项意见，公司暂时无法在
2017年5月19日前完成相关工
作。因此申请延期回复，预计不
晚于 2017年5月25日披露回复
公告。

不过，5月25日，公司再次以
前述内容为由，将披露回复公告
的时间延期至5月29日。

[公司]�为控风险放慢脚步

一位接近熊猫金控的人士

透露，其实，起初熊猫金控对互
联网金融行业“很感兴趣”，但在
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现行业规范
化、业务模型、风控控制等问题
上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于
是放慢了脚步， 当前情况下，经
营风险可控是第一位的。”

对此，熊猫金控人士在股东
会上表示，互联网金融规模做上
去比较容易，“但快速扩张伴随
的风险也会大，因此我们希望稳
步推进、防控风险。”

当然，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终止也是熊猫金控互
联网金融新业务被迫放缓脚步
的一个原因。

根据当时方案，熊猫金控计
划募资38.496亿元， 其中，20亿
元用于发展网络小额贷款项目，
13.47亿元用于金融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 约5亿元投向互联
网金融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但
该计划因市场环境变化而终止。

今年4月， 熊猫金控旗下银
湖网和熊猫金库资金存管正式
上线，银湖网和熊猫金库分别接
入厦门银行和浙商银行存管系
统后，银行将为用户设立独立账
户， 并与平台运营账户分离，实
现平台自有资金和用户资金全
面隔离。

当前情况下， 在互联网金
融实际操作中， 中介机构往往
不得不计提一笔“风险准备金”
来储备、应对坏账风险，以尽可
能弥补投资者损失、 保护投资
者利益。 紫马财行CEO唐学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互联
网金融监管长远是有利于行业
发展的， 草根互联网金融越经
受洗牌， 行业规范化对公司来
说是好事。

本报5月25日讯 今日，
京东发起的618购物季正式拉
开了序幕，今年京东将变革新
的玩法，从技术+零售、品牌+
零售、IP+零售、金融+零售、多
终端+零售五个方面入手，全面
联动线上线下、 引入消费者的
参与和品牌商的协同。 如京东
智慧物流技术将实现重要落
地，无人车、无人机、分拣机器
人都将在618期间投入使用，此
外，京东还将推出手机价保、奶
粉尿裤无忧险、碎屏险、手机意
外险、 金融账户安全险等众多
消费保险， 让保险助力消费者

的品质购物。
京东集团CMO徐雷表示，

今年的618或将成为整个中国
零售的分水岭，“过去的零售
始终围绕的是便宜和便捷，而
未来的零售在消费变革和技
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消费场
景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渠道，
而是延伸到无处不在的线上
线下空间。消费者的关注点从性
价比等理性判断转向彰显个性
的情感诉求，从被动接受服务走
向主动参与。零售的消费者时代
正在真正到来！”

■通讯员 常艳 记者 杨田风

本报5月25日讯 今天，通
程电器携手三星、TCL在长沙
万坤图财富广场共同启动了湖
南首届量子点电视购物节。通
程电器总经理刘伟表示，2017
年通程全渠道将力推量子点电
视， 不仅在量子点购物节期间
给予优惠政策， 卖场推广向量
子点电视倾斜，对三星、TCL等
彩电企业的促销也将全力配
合， 力争大幅提升量子点电视
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 彩电行业新型显
示技术层出不穷，QLED就是
其中之一。 三星电子长沙办事
处处长屈文立提到， 今年全新
升级为金属无镉量子点技术之
后， 三星QLED光质量子点电
视Q7、Q8系列峰值亮度得到大
幅提升， 能保证色彩表现力饱
满而不衰减。TCL长沙分公司

总经理龚志平则表示，TCL全
新推出的针对高端人群的
XESS�X1/X2/X3系列所搭载
的无机量子点显示材料， 具备
“高、纯、久”三大优势。

在此次量子点购物节上，
三星、TCL优惠幅度较大，如购
买三星QLED光质量子点电视
送五福同享大礼包（免费原装
进口挂架， 免费延保至5年，免
费上门安装调试， 免费芒果
TV+奇异果VIP年卡， 指定城
市送装同步）；TCL量子点普及
风暴活动全面开启， 购买TCL
量子点电视最高直降2000元，
让量子点电视进入普通家庭，
让普通家庭能够享受到量子点
带来的优质体验。 此次量子点
电视购物节将在湖南省内城市
数十家通程门店全面推广。

■记者 朱蓉

熊猫金控受询：互金业务怎样赚钱
熊猫金控两度延期回复上交所问询函 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金融并非万金油

浦发银行与衡山科学城签合作协议

今年京东618购物节
无人机机器人齐上阵

通程助力量子点电视消费升级

唐学庆表示，前两年上市公司大举涌入P2P领域，受到了“互联网+”政
策东风的引领，有着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享受互联网金融实体经济的政策福
利等诸多考量。

然而，当风口过去，各项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接踵而来之后，进军互联
网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也避免不了监管和行业洗牌的冲击。今年以来，10余
家上市公司退出互联网金融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上市公司与P2P平台的“牵
手”并未实现1+1>2的效果，所以互联网金融并非万金油，热闹的互联网金
融行业需要回归冷静与反思。

“誓将互联网金融进行到底”，显示了熊猫金控进军互联网金融的决
心。但在监管趋严，行业回归理性的情况下，正如上交所关心和问询的，熊
猫金控如何加强风险防控，其金融业务板块的盈利能力，尚需时间证明。

5月25日，湘股熊猫金控再次发布《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对于上交所问询回复，熊猫金控已经两度延期。

烟花“易冷”，湘股熊猫金控借政策东风转型互联网金融，而新业务刚见起色，熊
猫金控于日前收到上交所发来的年报问询函， 就公司年报中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业
绩及该业务在监管压力下面临的整改等问题提出详细问询。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白舒惠

互联网金融非万金油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