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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2017湖南商业航空航天航
海装备论坛在长沙召开， 来自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国防科工局
重大专项工程中心、 朱日和训练
基地、 国信研究院的专家分别作
了特邀报告。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
岳阳君山航天主题小镇建设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和“天格
计划”微小卫星星座签约仪式。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
三航装备商业化趋势逐渐明显，
湖南省拥有雄厚的“三航”装备制
造和应用基础。近年来，我省着力
打造亚洲最大、 世界第三的飞机
机轮及刹车系统制造核心基地，
大力推进全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
备产业优化升级， 重点扶持湖南
商业微小卫星产业发展。

■记者 杨田风

湖南商业“三航”装备论坛长沙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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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佐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宁乡县地方税务局 20
11年 6 月 27日核发的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457657
45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锦辉电话预约客运服务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帅桂平 13974816585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韩庭艺（父亲：韩颂华，母亲：刘
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672367，声明作废。

◆王水波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证号:350582198904052558,
并遗失驾驶证，证号：35058219
8904052558，声明作废。

◆杨月利遗失会计资格初级证,
证号 0728035101586,声明作废。

◆胡红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422160103597，声明作废。

◆钟艺（父亲：钟玉球，母亲：田胜
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907508，声明作废。

◆赵子萱（父亲： 赵俊虎，母
亲：罗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005594，声明作废。

◆左思懿遗失会计从业资格
证，证号 430281199706235929，
现声明作废。

◆向开敏遗失医生执业证书，
编码：110430000007350；遗失
医师资格证书，编码：19984311
0123710501003，特此声明。

◆胡盛翔（父亲:张建伏，母亲：胡
美聪）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34712，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 2017届毕业生
邓心蕙报到证丢失，证号：2017
11342203464，声明作废。

11月，央行、银监会一连
发布了新修订的《汽车贷款
管理办法》和《关于调整汽车
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 两项
汽车贷款新政。 新政不仅将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贷款纳入
了管理范围，而且设置的最高
贷款比例均在传统燃油车之
上，其中自用和商用新能源汽
车最高的贷款发放比例分别
为85%和75%，比相应的燃油
车均高出5个百分点。

“新政将促进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 湖南省汽车行业协
会会长马湘滨表示， 不仅如
此，汽车金融也将成为未来银
行零售金融发展的方向。

而新政将购买二手车的
最高贷款比例由原来的50%
提升至了70%， 也极大地鼓
舞了二手车从业人士。“这对

整个二手车行业都是个好消
息。”湖南省二手车流通协会
秘书长刘志强受访时表示，
在金融渗透率越来越高的二
手车交易领域， 新政将无疑
是个强心剂。

虽然相比老政策， 新政
提高了最高贷款比例， 但在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裁
徐文劳看来， 新政更大的作
用是规范市场， 加强金融风
控。他指出，汽车贷款新政规
定， 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借款
人信用状况、 还款能力等合
理确定汽车贷款具体发放比
例，同时要强化贷前审查，完
善客户资信评估体系， 保证
贷款第一还款来源能充分覆
盖相应本金利息等， 而且央
行和银监会的相关机构也会
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估。

长沙“零首付”购车或将一去不返
半数汽车助贷机构已“停摆” 二手车、新能源车金融迎来利好，风控趋严

背景

长沙成为
汽车金融的发展热地

2018年1月1日，新的汽车贷款政策将正式实施，二手
车、新能源汽车金融迎来利好；与此同时，随着金融风控趋
严，一些不规范、实力不强的汽车金融公司也面临洗盘，而
以前随处可见的“零首付”购车也或将一去不返。据业内人
士介绍， 去年长沙还有三四十家从事汽车金融业务的企
业，到上个月已有一半的公司暂停了业务或基本“停摆”，
“年底还将有五六家歇业”。 ■记者 胡锐

新政 二手车、新能源车迎来利好

最近， 长沙市民夏伟锋购
买了一辆二手宝马汽车， 向商
家提出了贷款购车要求， 但以
夏先生的资质又不够走银行贷
款， 商家便为其推荐了一家本
地汽车金融公司。其实近年，像
夏先生一样买车走汽车金融的
消费者不在少数。

“我们在长沙的业务一直
处于高速增长。” 说起长沙的二
手车金融市场，美利车金融相关
负责人就不免一脸兴奋。“长沙
市场始终位居美利车金融全国
330多个城市交易量TOP10。”

“在新车领域，长沙的渗透
率已达到40%。” 徐文劳受访时
介绍， 虽然长沙的整体金融发
展一直偏弱势， 但在汽车金融
领域却有明显优势， 作为本省
第三方汽车金融业的龙头企
业， 弘高融资租赁在2016年进
入了该领域的全国TOP10，业
务量从2012年的6000万元增长
到2016年的34亿元。

近年， 除了汽车厂家成立
的金融公司， 以及本地企业弘
高融资租赁， 外地品牌美利车
金融外，还有像弹个车、易鑫等
全国有名的第三方汽车金融企
业纷纷入驻长沙， 争夺消费市
场。一时间，长沙成为汽车金融
的发展热地， 同时也成为长沙
金融业发展的亮点。

“其实早在新政策发布
之前， 金融风控趋严就早已
显现。”本地一不愿透露姓名
的汽车金融人士受访时介
绍， 去年在长沙从事第三方
汽车金融业务的本地企业有
三四十家之多，截至上个月，
一半以上的企业已暂停了业
务或者说已基本“停摆”。从
业内提供的一份今年9月份
的汽车贷款业务数据显示，
在13家从事汽车金融业务的
公司中， 就有两家业务量只
剩个位数。“9月份是个位数，
目前就基本停了。”

“金融监管趋严，资金断
流。” 徐文劳对此解释说，由
于上述企业大部分都属于助
贷机构， 资金主要来源于银
行，而随着银行对贷款审核的
从严，很多企业便无法正常开
展业务了。不过对此轮金融监
管从紧，徐文劳认为“很有必
要”。 他介绍， 在汽车金融市
场，高息、高贷、二次抵押等
行业乱象一直存在， 而随着

近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鱼
龙混杂的现象更加严重。

一名本地二手车人士介
绍，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了
争夺市场，不断提高对经销商
的业务返点，“从最初的没返
点， 到后来的返点1%、2%直
至12%之多”， 而最终这些利
润还得由消费者来买单。这名
二手车人士表示，金融的本质
就是风控管理，因此用烧钱的
方式来扩张市场本就不可取。
“以前经常出现的零首付购车
将一去不返。”徐文劳预测道。

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
-2015年，我国汽车金融市场
份额年增长率均超过30%，目
前汽车金融仍在以每年25%
的速度在增长。如今国内拥有
2亿汽车存量，近3000万年增
量的前提下，汽车金融的潜力
具有无数的想象空间。专业机
构预测，未来三年汽车金融市
场规模将会上升至1.5万亿元。
“汽车金融将是金融领域的下
个一个风口。”徐文劳表示。

现象 长沙半数汽车助贷已“停摆”

近日，奔驰smart·forfour在
长沙举行了媒体试驾， 让媒体朋
友们充分体验了4座5门版smart
的大容量与“小精灵”设计。作为
弥补三门版空间的不足， 五门版
smart不仅设置了4人座椅、7英
寸中控台屏幕、 多功能人机交互
系统等， 后排还特意设计了放置
手机的位置， 以及更充裕的尾箱
空间。 有人担心，smart五门版的

车身变长，停车不再便利，还会影
响操控。 但从参数来看，smart五
门 版 的 车 长 比 朗 逸 还 短
1110mm， 依然可以灵活地穿梭
在车流中，并能轻松找到停车位。
而后排座椅采用了两组安全座椅
的接口，还可以方便带二娃出行。
操控上，smart·forfour分别采用
1.0L和0.9T两款发动机。

■胡锐

北京(BJ)20型动派电音趴燃爆长沙
日前，北京(BJ)20型动派电音趴

于长沙开福万达广场拉开帷幕。在这
场“有型有色”的电音趴活动中，北
京汽车不仅为长沙人民带来了2018
款BJ20， 还带来了一场充斥着年轻
活力与时尚艺术的饕餮盛宴。

素有“都市最有型SUV”的
BJ20一直以来凭借强大的产品

力受到广大粉丝们的热捧， 此时
眼前的2018款车型沿用北汽引
以为傲的1.5T+CVT核心硬件配
置。 新车全系换装黑色车外后视
镜， 先前的彩色车顶行李架也改
为高端黑色氧化涂装， 车尾取消
了汉字“北京”标识，与此同时英
文标识字体增大。 ■胡锐

北京越野世家体验营圆梦湖南
日前， 主题为“38°向上人

生———北京·越野世家体验营”的
媒体试驾活动在长沙举行。今年4
月以来，该试驾活动先后在成都、
重庆、 上海等15个省市及地区巡
回上演， 所到之处无不将越野生
活方式与越野世家的品牌形象植
入人心。作为收官之战，湖南站的

试驾现场正式亮相了北京(BJ)40
环塔冠军版和北京(BJ)80建军90
周年纪念版两款车型， 给众多媒
体朋友带来了极致的越野体验。
从试驾现场获悉，北京 (BJ)40系
列柴油版自11月亮相之日起接受
预定，并于2018年年初上市。

■胡锐

5门版smart依然是“精灵”

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