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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200户供应商逾千万元货款、押金，长沙办公区人去楼空

大本营失守?
“
十荟团”遇最冷
“
寒冬”
一周下载量超过1500万次

数字人民币APP
掀起体验热潮
十荟团
位 于长 沙 的
办公 区 人 去
楼空。

扫码看视频

十荟团年关难过。1月9日，十荟团位于长沙的办公区人去楼空，
前来讨债的供应商、网格仓商络绎不绝。据统计，目前十荟团拖欠
200户供应商逾千万元货款、 押金， 还有网格仓商500余万元配送
费。目前，供应商、网格仓商已报警。
这家兴起于长沙，业务遍及全国20余省的社区团购品牌，到底
遭遇了什么？1月10日，根据读者爆料，记者来到十荟团位于长沙
的办公区进行走访调查。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溯源】

【事件】
欠下千万货款押金，十荟团人去楼空

因消费者付款不发货被罚30万

“目前他们还欠我67万的货款。”衡阳的鸡蛋供
应商王一交说，2021年11月起，十荟团就开始拖欠
他的货款。 由于该公司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拖款行
为，但后来又都如期补齐了，他当时也没太在意，继
续给十荟团供货。
“目前已统计的200多家供应商里， 拖款金额
达到了1200多万元。”据王一交估算，欠款的供应
商里有近300户。“这些欠款主要由货款和押金组
成，押金一般是1万元或2万元。”此外，据现场讨债
的网格仓商介绍，十荟团还拖欠着他们500余万元
物流配送费。
1月10日下午3时，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路华坤
时代广场22楼， 十荟团的办公区域内已无员工值
守，只有几位供应商在此
“蹲守”。
“我去年12月底就来了，之前还有人接待，后面
就都不来了。”一位供应商告诉记者，今年1月初，曾
有3名自称受十荟团总部委托的人前来处理欠款事
宜，并给出方案：先向供应商、网格仓商支付欠款的
10%，余款分三年结清。对于该方案，供应商和网格
仓商都没有接受。

成立于2018年的十荟团以做水果生鲜
起家，2019年8月和深耕长沙的早期社区团
购平台“我你您”合并，主攻二三线城市市
场，并由此一举坐上了社区团购赛道的前三
把交椅。到了2020年4月，其日订单峰值超过
160万单。
十荟团长沙办公区域如今人去楼空的
场景，并非毫无征兆。早在去年8月底，十荟
团宣布撤出上海、青岛、福州等数十座城市，
退守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市场。
“毕竟靠补贴的生意无法长久。”一名食
品供应商向记者透露，虽然十荟团一度通过
打“补贴战”赢得市场，但每当补贴停下，销
量便急速下滑。“如果资金跟不上，就容易出
问题。”
十荟团之前
“
烧钱”式的商业模式越来越
难以为继。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式系统显示，
今年1月3日，十荟团运营主体北京十荟科技有
限公司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被北京市朝阳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罚款30万元。

“我们也在等公司总部通知”
回
应

三湘都市报1月11日讯
1月4日，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 正 式 在 各 大 应 用 市 场 上
架。 记者注意到， 仅仅一周时
间，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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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载量爆发式增长， 目前下
载量已超过1500万次， 掀起了
一波体验热潮。
记者统计发现，在华为应用市场，1月4日上线首日
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下载量不足1万次，但截至1
月11日15时，用户下载量已增至605万次；在VIVO应
用市场，下载量达到709万次；在小米应用市场，下载量
超过260万次；在苹果AppStore，虽然具体的下载数量
无法查看到，但下载量排名位居财务类APP第1名。
记者下载注册后发现，在新用户注册页面，数字人
民币（试点版）应用提示，数字人民币面向深圳、成都、
上海、海南、长沙、大连等城市以及冬奥会场景（北京、
张家口）开展试点，用户需根据自己所在地判断是否符
合注册条件。新用户注册仅通过输入手机号、设置用户
名及支付密码，就可自行选择运营机构快速开通钱包，
无需输入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新用
户完成注册后，可开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微众银行（微信支付）等9家银行的数字钱包，开通后可
按需要升级为实名钱包。
记者实测发现，使用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进行
线上、线下支付，其使用方式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
支付工具相似。用户可在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首页
“扫一扫”扫码对方收款二维码支付数字人民币；收款则
需要下拉数字钱包页面，即可显示收钱码，他人可通过
扫描页面出现的二维码向数字钱包持有人付款。数字人
民币钱包也可以进行充值，在充值时不再局限于开立数
字钱包的9家银行，而是扩充到了35家银行，不仅包括国
有行、股份行，还有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
同时，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也接入了多种线上
支付场景，用户可以通过添加“子钱包”的方式使用。记
者统计得知，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版)APP已在子钱包
页面上线了52个平台，包含购物、出行、生活、旅游、其他
几大类，包括京东、美团、饿了么等互联网商家，以及顺
丰速运、网上国网(用于电费支付)、中石化等生活常用支
付场景。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卢奥

欠款何时能还上？1月10日下午， 记者就此事致电十荟团湖南区域商
品部余姓负责人，得到的回复是：“这已超出了我的权限，我们也在等公司
总部的信息。”如今人去楼空，公司是否准备退出湖南市场？余姓负责人解
释称，因为办公室遭“催款”，员工无法正常上下班，只能居家办公。
记者试图向十荟团北京总部询问欠款事宜， 但该公司北京总部管理
人员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万传洪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万传洪达成的债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万传洪。 湖
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
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建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贵建。 湖南省财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贵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贵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七楼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贵建
联系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北新乐巷 4 号 2 栋 1 单元 4 号
联系电话：13511188897
债务人名称: 郴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
25,328,808.77 元 ； 利 息 :114,577,714.92 元 ； 违 约 金 ：
5,803,236.03；合计：145,709,759.72；担保人：郴州市鑫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 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余额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贵建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022 年 1 月 12 日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权转让安排，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万传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特此公告。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七楼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196839

万传洪

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

联系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第六都兴业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万传洪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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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755169128
2022 年 1 月 12 日

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合计

担保人

1

吉首市荣星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3,170,320.03

3,386,646.30

16,556,966.33

吉首市荣星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王东生、赵求莲

2

吉首市葛四民族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

4,362,648.72

2,166,107.47

6,528,756.19

田宗英、葛文斌、葛洁、郭
进军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息余额截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万传洪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