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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代偿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赫美智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智科”）及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赫美小贷”）因业务运营需要，为各资金端机构借款人借款提供代

偿责任，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代偿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1、 赫美智科 

（1） 公司名称：深圳赫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1534635L 

（3）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

5D之 2-1  

（4） 成立时间：2012年 08 月 13日 

（5） 法定代表人：李小阳 

（6） 注册资本：2,000万元 

（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经营电子

商务；投资咨询、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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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拉萨仓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0%

的股权，张琲持有其 19%的股权。 

2、 赫美小贷 

（1） 公司名称：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3043179R 

（3）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 12 号天安数码城天

祥大厦七层 D1 

（4） 成立时间：2012年 03 月 27日 

（5） 法定代表人：李小阳 

（6）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7）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8） 经营范围：专营小额贷款业务（不得吸收公众存款） 

（9）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其 44%的股权，李波持有其 5%的股权。 

3、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业务模式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均为公司类金融板块的主要子公司。赫美智科拥有获客

资源与风险管理经验，业务模式为推荐小额信贷项目至各个合作的资金端机构，

并进行风控审核，同时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赫美小贷利用其资金实力以及

在信贷业务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对赫美智科推荐至各资金端机构的借款标的

进行贷后管理。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分别作为资产端和资金端，与资金渠道各方合作，向大

众提供全面的小额贷款服务。为了降低各资金端机构的风控和运营成本，减少相

同标准和方法的重复风控，各资金端机构对赫美智科已经通过风控的借款人发放

贷款，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对其推荐的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代偿义务及提供差

额补足责任。当回收本金及利息时，由赫美小贷代为先行收取，其后结算服务费

等费用后将约定的金额付至各资金端机构，实现资金的回流，从而保障赫美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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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赫美小贷对资金流的掌控力，能够在发放贷款以及回收本金利息时对资金的

全流程的控制。 

4、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风控体系 

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拥有自主研发的以八大风控模块为核心的风控系统，具

体内容包括： 

（1） 核身验证：通过人脸活体识别技术与 OCR技术相结合，确认用户的身

份是否真实有效。 

（2） 反欺诈引擎：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的反欺诈模型，前端侦测技术和后

端规则引擎，有效识别黑产、团伙。 

（3） 信息验证：依托慧健风控系统信息核验能力，对客户提供的地理位置

核验、用户授权认证、信息置信度等，识别申请用户资料造假。 

（4） 慧健评分：基于海量大数据建立信用评分体系，有效解决当前信贷申

请用户征信数据维不足、信用白户等问题。 

（5） 关系网络：依托图关联技术，运用多渠道来源数据，构建关系系统网

络，将客户与其他客户进行关系关联，深层次挖掘与分析，识别潜在的风险信息。 

（6） 领先科技：在赫美小贷自主研发的风控智能决策系统基础上，共享平

台结合大数据技术、知识图谱、云计算、深度学习等科技手段，借助赫美小贷信

贷风控经验，向行业输出风控科技产品与服务。 

（7） 专业评分：慧健评分以各式演算法及区分度模型，将赫美小贷信贷数

据与其它第三方合规的数据源相融合，创建通用评分模型。模型可在线实时计算

评分，并通过自动化部署，对信贷风险进行即时监控、动态跟踪、在线评估，帮

助信贷服务机构降低业务风险，提升决策效率。 

（8） 分布式系统：共享平台采用分布式网络布局模式，通过接口技术实现

机构与平台的“点对点”连接。共享平台仅负责数据对接与通讯，并对传输数据

进行加密处理，规避了数据泄露的风险。此外，共享平台通过严格的有效机制保

证数据的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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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催收手段及进展情况 

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目前的工作重心为债权的回收，包括对按期还款客户的

还款提醒及逾期客户的催收。赫美小贷根据客户逾期时间长短，相应的采取不同

的方式进行催收。针对逾期天数在 1 天至 45 天期间的逾期借款客户，主要采取

集中式电话催收方式。针对逾期天数在 46 天以上的，主要采取引进专业催收机

构的方式进行电话催收、属地化催收。针对逾期 90 天以上的逾期借款客户，除

上述方式外，同时启动批量诉讼法律程序进行催收。对于逾期借款客户而言，如

其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赫美小贷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借款客户将被列

入限制高消费名单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我司将批量诉讼客户通过我司官

网及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以期达到震慑逾期借款人、有效控制逾期率的目的。 

经统计，2019年 1月至 7月，赫美小贷电话逾期 1至 90天债权的催收回款

率保持在 60%，预计未来电话催收可回款 1.32 亿元；逾期 90天以上债权的催收

回款率维持在 3%左右，未来委外催收可回款约 6,000万元。批量诉讼回款方面，

2019年 7月和 8月间，立案阶段的回款率达到 2%-3%，执行阶段的回款率预计为

37%，批量诉讼的整体回款率预计可达约 40%。经测算，批量诉讼的整体债权金

额约 20亿，按照 40%左右回款率，则预计可回款 8亿元。 

二、 代偿信息历年披露情况 

项目 2016-12-31 2017-6-30 2017-12-31 2018-6-30 2018-12-31 

报告期末放款余额 

（单位：万元） 
126,370.16 195,810.51 215,274.32 246,583.99 214,597.50 

    以上信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年 4月 28 日、2017年 8月 30日、2018 年 7

月 14 日、2018 年 8 月 30 日及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2016 年年度报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8 年半年度报告》

及《2018年年度报告》。 

三、 代偿协议主要内容 

1、 资金方：赫美智科、赫美小贷合作的资金端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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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偿责任方：赫美智科、赫美小贷。 

3、 被代偿主体：主要为赫美智科、赫美小贷的自然人或法人借款人客户，

其偿还能力和资信状况已经过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风险审核。 

4、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赫美智科根据与各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负责借款人开发、推

介、日常管理及回收，并受借款人委托协助借款人办理各项借款手续。在借款人

未按《借款协议》按时还款时，赫美智科应承担代偿责任或受让逾期债权。 

（2） 赫美小贷主要提供小额借款信用审核服务。如借款人未按时归还款

项，且赫美智科未按约定履行相应代偿或回购债权义务时，赫美小贷自愿为赫美

智科承担代偿责任。 

（3） 对赫美智科推荐的借款人未在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按时足额支付

应还款即视为逾期，借款人出现逾期还款的，出借人有权向代偿责任人发送书面

通知并于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1个或多个工作日内履行代偿义务。 

（4） 赫美智科有权基于其向借款人提供的借款咨询服务和借款管理服务

向借款人收取相关费用；赫美小贷有权基于其向借款人提供的信用审核服务收取

信用审核费。 

（5） 服务费收取比例：11.6%-20.4%。（根据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与各渠道

方约定收取） 

各个渠道相关协议的具体条款详见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披露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114）。 

四、 代偿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代偿余额为 13.61亿元，较年

初降低 4.51亿元。自 2016年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历

年回购及垫付情况如下：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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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亿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及 2019 年

上半年 

累计回购代偿责任余额 0.95 1.47 2.78 

累计垫付本金及利息 3.50 4.95 8.36 

合计 4.45 6.42 11.14 

注：上述回购代偿责任余额及垫付本金及利息指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通过回购债权或垫付资金履行代

偿义务的期末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如果相关借款人违约，赫美智科、赫美小

贷可能承担代偿责任，此部分计入预计负债，按照借款人借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

提风险准备金。对于部分代偿义务，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采取了回购方式，已回

购部分视同自有资金贷款，计入会计科目“发放贷款及垫款”核算计提坏账损失；

赫美智科和赫美小贷已垫付的本金利息计入会计科目“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损

失。截止到 2018年 12月 31日，赫美小贷及赫美智科累计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亿元） 2016年期末数 2017 年期末数 2018年期末数 

计提预计负债 0.17 0.54 3.25 

回购部分计提 0.30 0.58 2.32 

垫付本金利息计提 0.87 1.45 6.08 

合计 1.34 2.57 11.65 

五、 风险提示 

受行业政策与市场环境趋紧的影响，赫美智科和赫美小贷目前放贷业务量出

现大幅度下降，贷款客户还款意愿降低，坏账率上升。贷款客户未如期还款时，

若债权人根据代偿函等协议条款主张清偿，则赫美小贷、赫美智科存在需承担相

应偿还责任的可能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 证 券 时 报 》 以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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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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