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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十三五规划鼓励消费信贷，牌照增至 21 家 

——消费金融周报第 3期 

  

推荐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本周观点：  

消费金融牌照继续加速发放，最新数量增至 21 家。12 月 31 日，湖南日

报报道湖南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是湖南本土首块、全国第 21块消费金融牌照，短短半个月时间增

加 3 张消费金融牌照。预计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将常态化，17 年将发放更

多消费金融牌照。 

 

关注标的： 

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达、新大陆等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12 月 26 日- 12 月 30 日），消费金融行业板块涨幅为 0.60%。

同期计算机行业板块跌幅为 0.32%，沪深 300 上涨 0.37%，创业板指上涨

0.14%。消费金融相关标的中，新力金融以 11.61%居于周涨幅榜榜首，国

盛金控以 3.86%居于第二，宏磊股份以 2.16%居于第三；月涨幅榜中，宏

磊股份 15.09%领先，新大陆 4.69%排第二，海立美达 3.72%排第三。 

 

行业重要新闻： 

首单“双资产服务机构”消费金融 ABS 发行，规模达 5.89 亿；央行印发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爱学贷升级为爱又米 

进军消费金融下一战；广发卡携手铂涛旅行 跨界探索旅行消费金融；湖

南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包银消费金融公司开业 致力打造“在线

生活的消费金融服务商”。 

 

上市公司动向： 

二三四五：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海立美达：收购宁波泰鸿 35%

股权；宏磊股份：收到政府补助；康耐特：2017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

过 1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宏磊股份：拟出资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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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17 年重点推荐消费金融板块，年度策略中将其作为首推板块，周报也多次重点提示，

继续看好行业前景。互联网金融经过整顿后逐步从野蛮生长状态进入规范化，消费金融是

发展势头最好的子领域之一。随着大数据和底层风控技术的不断成熟，在互联网巨头的培

育下，互联网消费金融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消费金融牌照继续加速发放，最新数量增至 21家。12月 31 日，湖南日报报道湖南首

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本土首块、全国第

21 块消费金融牌照，短短半个月时间增加 3 张消费金融牌照。预计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将常

态化，17 年将发放更多消费金融牌照。 

 

电子商务十三五规划鼓励消费信贷，政策扶持不断。日前，由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和

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的《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强调，在依法合

规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设立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

规范开展消费信贷服务。电商天然具备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用户和数据资源，政策扶持将

推动电商类消费金融企业加速发展。 

 

我们认为，国家战略升级，消费金融面临万亿蓝海市场；产业、金融资本广泛布局，

行业爆发指日可待；行业竞争格局多足鼎立，银行系有望占先；互联网消费金融是趋势，

场景和风控是关键。重点看好康耐特、奥马电器、二三四五、海立美达、新大陆等。（详

见之前发布的行业深度报告） 

 

 

二、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一）板块表现回顾 

过去一周（12 月 26 日- 12 月 30 日），消费金融行业板块涨幅为 0.60%。计算机行

业板块跌幅为 0.32%，市盈率为 46.9X（TTM）。同期沪深 300 上涨 0.37%，市盈率为 12.8X

（TTM）。创业板指上涨 0.14%，市盈率为 40.7X（TTM）。 

图 1：消费金融指数、计算机和沪深 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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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股涨跌情况 

消费金融相关标的中，新力金融以 11.61%居于周涨幅榜榜首，国盛金控以 3.86%居

于第二，宏磊股份以 2.16%居于第三；月涨幅榜中，宏磊股份 15.09%领先，新大陆 4.69%

排第二，海立美达 3.72%排第三。 

表 1：消费金融板块上周涨幅榜 

周涨幅前三 月涨幅前三 

600318.SH 新力金融 11.61% 002647.SZ 宏磊股份 15.09% 

002670.SZ 国盛金控 3.86% 000977.SZ 新大陆 4.69% 

002647.SZ 宏磊股份 2.16% 002537.SZ 海立美达 3.72%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三、行业重要新闻一周回顾 

首单“双资产服务机构”消费金融 ABS发行，规模达 5.89 亿 

中国证券网讯 “京东·中腾信微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下简称“京东中腾信 ABS”）

近日通过京东 ABS云平台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5.89亿元，优先 A级资产发行利率为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行业专题周报/计算机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5.5%-5.8%。据悉，这款产品是京东金融资产证券化云平台（以下简称“京东 ABS云平台”）

发行的首单资产证券化产品。 

有别于传统的场内 ABS 发行，京东金融以自有资金出资，并在交易完成后持有部分夹层

级信托受益权的交易形式为京东中腾信 ABS 提供了增信措施。京东金融聘请外部评级机构将

持有的优先级信托份额细分为优先 A、优先 B、优先 C级并进行外部评级，通过信托受益权转

让的形式将达到 AAA级的信托受益权及部分夹层级信托受益权转让给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

人，完成本次证券化项目。 

央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中国经济网 12月 27日讯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实施办法》。其中单列一章强调了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 

爱学贷升级为爱又米 进军消费金融下一战 

12月 27日，消费金融巨头“爱学贷”在杭州宣布升级为全新品牌“爱又米”，并启用全

新品牌形象、品牌主张，向更广大的年轻人开放消费金融服务。 

“爱又米”从校园起步，经过两年多稳健发展，已成为一个拥有超过 1500 名专职员工，

6 万兼职员工、1000万用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集团。目前业务覆盖全国 32 个省市，已跑完 3

个业务周期并已开始盈利。其中，面向白领的消费金融业务“毕业金”运营半年来，月销售

额已突破 2亿元。 

广发卡携手铂涛旅行 跨界探索旅行消费金融 

近日，广发信用卡宣布与中国酒店业最大官方直销平台铂涛旅行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

索基于用户在住酒店、旅行期间的消费金融业务。作为最早细分客群的发卡行，广发信用卡

在 2003 年已通过异业结盟与航空、通信、零售、旅游、电商等领域的巨头进行合作，为不同

消费领域客户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和个性化服务。2010年，广发信用卡携手 7 天酒店(即现铂涛

集团的前身)推出国内首批酒店联名信用卡，至今累计发卡已超过 30万张。 

业内人士表示，旅游和金融企业的融合有利于双方资源与优势，金融企业将消费金融服

务覆盖到旅游行业中，实现“1+1>2”的合力。 

湖南首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 

2016年 12月 29 日，从长沙银行获悉，中国银监会刚刚印发了《关于筹建湖南长银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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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而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银

五八”），也是湖南本土首块、全国第 21块消费金融牌照。 

长银五八注册资本 3亿元人民币，注册地设在长沙，是由长沙银行作为主发起人，与北

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 

包银消费金融公司开业 致力打造“在线生活的消费金融服务商” 

2016年 12月 29 日，包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在包头举行开业仪式，会上由监管机构领导

宣读了包银消费金融公司开业批复并颁发了《金融许可证》。据了解，包银消费金融公司由

包商银行控股发起设立，也是内蒙古首家、全国第 17家经银监会批准设立开业的消费金融公

司。 

四、过去一周消费金融上市公司动向 

二三四五：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 

2016年12月27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于冰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陈于冰先生于12月2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46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4%，增持金额约人民币525.52万元；12

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96,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5%，增持金额约人民币341.40万元。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共计758,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039%，增持总金额约人民币866.92万元。奥马电器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 

海立美达：收购宁波泰鸿35%股权 

公司与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鸿”）另一股东浙江泰鸿机电有限公司（持有

宁波泰鸿35%股权，下称“浙江泰鸿”）于2016年12月29日签署了《关于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

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或“本协议”），浙江泰鸿拟将持有宁波泰

鸿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浙江泰鸿实际控制人应正才先生在本次交易中为浙江泰鸿向

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宁波泰鸿100%股权，宁波泰鸿

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宏磊股份：收到政府补助 

2016年12月28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财务部门网银查询相关银行账户信息时获悉，

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收到诸暨市财政局下发的政府扶持专项资金3930.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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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特：2017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1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17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15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银行申请借款，该授信额

度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为止，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

使用。 

宏磊股份：拟出资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 

公司和广东合利拟以自筹资金共同出资40,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广州民盛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暂定名称，以注册登记机构核定为准）。其中，公司出资32,000万元，出资比例为80%；

广东合利出资8,0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 

 

 

  



  

 

行业专题周报/计算机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附 1：每月并购/融资事件库 

表 2： 本月国内外并购/融资事件 

时间 公司 轮次/股权比例 金额 投资方/并购方 

2016.12.26 分蛋金服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币 华设资产 

2016.12.26 银多网 B轮 4000万人民币 

高搜易、瑞真投资、炼金

资本、有用分期 

2016.12.27 爱学贷 C轮 未透露 

中信信托、顺丰速运、顺

易金服 

2016.12.29 汇盟 Pre-A轮 未透露 未透露 

2016.12.29 易生金服 B+轮 19亿人民币 

H capital、嘉德资本、

鼎兴量子 

2016.12.29 BillFront A轮 3300万欧元 

4finance 、 Bank 

Deutschland、FinLeap 

2016.12.30 信融财富 战略投资 7200万人民币 金砖资本、德棉矿业 

2016.12.30 钱多多 B轮 1亿人民币 未透露 

资料来源：IT桔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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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

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

（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

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

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

票平均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

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沈海兵，计算机行业证券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

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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