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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金控旗下网贷平台被立案

曾尝试从上市公司剥离未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昨日，

上市公司熊猫金控发布公告称，公司得

知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 “银湖

网”

)已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经侦支

队立案，截至目前，公司及银湖网尚未

收到相关部门出具的与银湖网被立案

有关的法律文件。 受此消息影响，昨日

熊猫金控开盘即一字跌停，股价报11.34

元。

尝试剥离P2P业务未果

据公开资料显示，熊猫金控最早名

为“熊猫烟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变

更为“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

务由烟花销售转向互联网金融，包括互

联网金融中介服务、发放小额贷款和烟

花销售。

近年来，各地的禁鞭令让熊猫金控

开始转型互金之路。 于2014年、2016年

先后成立银湖网和熊猫金库两家互联

网金融平台， 主营业务向P2P转移。 自

2018年以来，熊猫金控曾多次以降低公

司类金融业务经营风险、改善公司财务

状况、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和偿

债能力、 提升公司业绩等为由，

尝试将上市公司和旗下P2P平台

剥离。

据熊猫金控公告显示，去年

9月拟作价5712.30万元将上述

“熊猫金库” 平台所属的原湖南

银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

转让给熊猫金控实控人赵伟平

后，紧接着又在去年10月，拟以

2.10亿元的价格向深圳正前方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转让旗下广州市熊猫互联网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0%股权；今年2月2

日，计划将子公司银湖网100%股权作价

2.19亿元转让给赵伟平， 但最后都不了

了之。

公司上半年亏损超千万

去年8月， 熊猫金控收到证监会下

发的《关于对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称上市

公司存在信披违规，并要求补充披露银

湖网、熊猫金库的相关情况。

熊猫金控随后回复， 旗下P2P平台

流动性和信用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已采

取措施。 实控人赵伟平资金情况可控，

有能力偿还股权质押融资，不会影响实

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地位。 今年3月，赵伟

平因涉嫌泄露内幕信息，证监会决定对

赵伟平立案调查，但至今未有结果。

或接连受不利因素的影响，熊猫金

控上半年业绩惨淡。 根据公司半年报，

截至上半年末， 熊猫金控总资产为8.42

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 9.42亿元减少

10.66%。 报告期内，实现营收8666.71万

元， 相较去年同期的 1.53亿元减少

43.45%；实现净利润-1319.48万元，相较

去年同期的302.88万元下降535.65%。 公

司称，净利润锐减主要受到互联网金融

业务影响。

其中，银湖网总资产为1.85亿元，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44.13万元， 较上

年同期的4107.7万元减少91.62%； 亏损

3930.47万元，较去年同期盈利1813.29万

元大幅下滑316.76%。

移动式金融服务舱

落地黄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

日，“建行移动式金融服务舱·黄埔

5G 智慧政务小屋”在黄埔区政务服

务中心亮相， 市民可随时刷脸入舱

办理政务、金融等业务，颠覆了要到

“政府办事大厅办政务、到银行办金

融”的传统概念，实现“政务+金融”

一站式办结。

据了解， 该系统依托脱离银行

网点独立运行的移动式空间， 在常

规政府政务大厅的基础上， 打造成

为百姓身边的“政务便民中心”。 该

服务舱可提供 24 小时的常规金融

自助服务和本地化生活服务， 客户

只需通过一次刷脸认证， 即可安全

进入舱内进行财富全览、存折补登、

理财产品讯息查询、 生活缴费、工

商、税务登记等业务办理。

据相关人员介绍， 本次移动金

融服务舱的最大亮点， 在于根据广

州黄埔区政府的个性化需求， 整合

了本地化服务功能， 包括大湾区政

务、黄埔政务、黄埔政务公开和区政

策兑现等板块。客户来到站点，可同

时办理金融业务和政务便民服务，

真正做到了一站融合，便民惠民。

据悉，该服务舱正式运行后，建

行将继续与黄埔区政府深入探索在

社保、税务、工商等政务服务功能的

创新实现，该服务舱将全面融合“智

慧政务”与“金融服务”为一体，为黄

埔区营商环境改革再添“新名片”。

中原消费金融

被罚30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日

前， 河南银保监局网站下发行政处

罚公告称，因贷后管理不尽职，信贷

资金违规流入证券市场， 对中原消

费金融处以30万元的罚款。

据了解， 为了加强对消费者消

费贷款用途的管控，9月17日， 浙江

银保监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个

人消费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

个人消费贷款用途应与合同约定一

致，并禁止个人消费贷款流入楼市、

交易市场、资产管理、民间借贷等四

大领域。业内人士指出，信贷资金流

入证券市场， 有可能是部分人士以

消费金融为名进行贷款， 随后进行

炒股所致。在此期间，金融机构也有

审查方面责任的疏漏， 导致了信贷

资金流入股票账户。

据河南银保监局网站显示，9月

29日， 中原消费金融获批将注册资

本金增加至20亿元。资本变更后，原

第一大股东中原银行持股比例从原

来的78.12%降至49.25%， 上海伊千

网络持股比例从原来的21.88%降至

8.75%，同时，引入华平亚洲金融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 持股比例

42%，为中原消费金融第二大股东。

针对银保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

银保监会开展整治行动

信息时报讯

银保监会网站昨日发

布通知称， 为提升银行保险机构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 营造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 切实维护银行保险消费

者合法权益， 决定组织银行业保险业

开展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

《通知》 提出， 本次整治工作以银

行保险机构自查为主， 监管部门适时

开展督导和抽查。 银行保险机构对机

构自查和监管抽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

建档立案， 严格自查自纠， 一次性问

责到位。 对于违反银行业保险业内部

规章制度的问题， 要依规处理； 对于

违反银行业保险业监管法规的问题，

要依法处罚； 对开办的不当业务、 存

在的不当销售行为， 要立即叫停或纠

正， 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的要问

责到人； 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问题，

要移送司法机关惩处。 对于机构自查

发现并及时纠正的问题， 监管部门将

从轻、 减轻或不予处罚； 对于自查不

力， 隐瞒不报的机构， 监管部门发现

后将严肃追责并处罚。

《通知》 规定， 自查整改阶段为

2019 年 10 月~11 月， 监管抽查阶段为

10 月~12 月。

据中证网

联手福布斯和三大行业协会

及优资本探路“家族办公室”

由及优资本发起， 联合福布斯中

国、亚洲家族办公室行业协会、香港家

族办公室行业协会等机构共同举办的

“2019 亚太家族办公室行业峰会” 将于

10 月 19 日在北京举行， 共同探寻家族

办公室的行业发展之道。

家族办公室是金融生态系统顶端

却低调的一员， 是由相关领域专家组

成的， 专注于一个或多个超高净值人

士或家族的财富管理及私人需求等事

务的私人公司或组织机构。 据悉， 在

此次峰会上， 及优资本将联手家族办

公室三大行业协会， 共同发布行业服

务标准， 建立一个上百家行业机构、

数百名行业专家共同参与的行业信息

交流平台， 交流中外经验， 共享行业

资源、 探索本土化可行模式、 提升行

业的服务质量， 推动中国家族办公室

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一大批高净值家族从创业

创富阶段进入财富守成阶段，家庭财富

面临风险隔离、世代传富和家族企业治

理等问题，家族财富管理需求的多元化

和专业化，促使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家族

选择用家族办公室的形式来满足家族

资产和财富管理的个性化需求。 据悉，

及优资本作为此次峰会的发起人与主

办方，总部位于香港，是一家专注于海

外资产配置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也是

国内最早一批为国内众多家族办公室

提供服务的公司。 自成立以来，及优资

本怀揣“成为中国家庭财富全球化的开

拓者和领航者”的愿景，旗下及优资本

从巨量的海外投资产品中甄选优质的

产品提供给全球投资者，以提升财富管

理行业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