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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ST 赫美         公告编号：2019-125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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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美集团”）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指 定的信 息披露 媒体《 证券时 报》及 巨潮资 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14）（以下简称“《关注函回复公告》”）。经事后核实，发现《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

如下： 

1、 新增关注函问题一回复之 “一、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赫美智科业务提供担保履行审议情况”。 

2、 原《关注函回复公告》中第 2 页和第 3页问题一之“赫美智科及赫美小

贷并表后，签署的有关代偿责任的具体合同条款”回复表格中删除“深圳前海联

金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在行。并调

整表格合计数。 

3、 原《关注函回复公告》中第 8 页“二、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历年

合作规模及放款余额”表格数据进行调整并新增“累计回购代偿责任余额”、“累

计垫付本金”数据。 

4、 原《关注函回复公告》中第 8 页“三、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前，签

署的有关代偿责任的具体合同条款表格”新增“深圳前海联金所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行，并调整表格合计数。 

5、 原《关注函回复公告》中第 13 页（关注函问题二回复）表格新增“深圳

前海联金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行，并调整表格合计数。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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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全文如下： 

2019 年 5 月 14 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36 号），要求你公司

说明你公司为各渠道借款人的借款承担代偿责任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并要求年审会计师及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你公司于 6 月 14日披露了回复公告，于 7月 4日披露了年审会

计师及律师的核查意见。我部关注到如下事项，请你公司予以进一步说明： 

1、根据回复公告，你公司称“代偿责任涉及贷款主体均为单个自然人，无

法认定实际被代偿主体和代偿期限，且规模及数量较为庞大；同时，提供代偿

责任为 P2P 平台及金融居间公司业务经营的行业惯例，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畴”，

故代偿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

易。 

（1）请以列表方式逐笔列示你公司为各借款人承担代偿责任的具体合同条

款。 

回复： 

一、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业务提供担保

履行审议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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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主债 

权人 
代偿主体 

债务人

类型 
服务费收取标准 代偿期限 合作协议代偿主要内容 

代偿额度 

（合作规模） 

截止 2019年 6

月 30日代偿余

额 

协议签署 

日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1 

阳泉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赫美集团、

智慧科技 

 

自然人、

法人 

出借人代赫美智科向借款人收取其

根据《授权委托书》约定所扣除的审

核费（代扣金额为《借款协议》项下

借款本金的 3%）和划扣手续费（100

元），赫美智科收取每月服务费（综

合费用（每月 2.3%）除去年化利率

（9.21%/10%）剩余为服务费；《服

务协议书》约定咨询服务费和借款管

理费由赫美智科收取（趸交）。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对赫美智科推荐到前海联金所平台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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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内履行代偿义务。 

50,000,000 24,422,802.73 2016-08-26 否 

上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向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5,000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事项，已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4）。 

二、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签署的其他有关代偿责任的具体合同条款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合同主债 

权人 
代偿主体 

债务人

类型 
服务费收取标准 代偿期限 合作协议代偿主要内容 

代偿额度 

（合作规模） 

截止 2019年 6

月 30日代偿余

额 

协议签署 

日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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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赫美小贷、

联合金控 

自然人、

法人 

根据约定居间费（月综合利率 2.3%

除去利息，其中年化利率 7.2%）、

手续费 2%由赫美小贷收取。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根据合同：合同项下贷款分为两个时段

合计 15 个月，第一融资时段自 2018年 2

月 7 日起至 2019 年 2月 7 日止，贷款资金

由华夏银行直接发放至借款人账户；②第

二融资时段自 2019年 2 月 7日至 2019年

5 月 7 日，华夏银行将债权转让至赫美小

贷，赫美小贷为第二融资时段贷款人；③

如第一融资时段到期日，借款人未全部清

偿贷款本金，借款人在第一时段内出现连

续欠息 30 天累计欠息 90 天，则华夏银行

提前将其对借款人的债权转让至赫美小

贷，债权转移日为第二融资时段的起始日。 

100,000 0 2018-02-07 是 

2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咨询服务费和借款管理费由赫美小

贷收取（趸交）；每月服务费由赫

美小贷收取（综合费用费率每月

1.97%除去年化利率不低于 11.3%。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赫美智科为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债权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出借人就主合同项下的一

个或多个文件构成违约事实，赫美智科负

有补足全部尚未支付至出借人的代偿款

项及债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2,635,268,171

（实际放款

金额） 

992,606,861.73 2017-11-07 否 

3 

深圳市同心

科创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根据《服务协议书》服务费包含在

每月综合费用中，每月应向赫美智

科支付服务费。其中综合费用包含

每月本息、平台服务费、及服务费，

每月服务费由综合费用（每月

1.71%）除去年化利率查表，剩余的

为服务费。 

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二年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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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赫美小贷对赫美智

科推介的借款人进行审核，并按照相关协

议约定向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的每期应

还款等；③在借款人未按《借款协议》按

时还款时，赫美智科应立即承担代偿责任。 

236,125,385

（实际放款

金额） 

0 2017-11-10 是 

4 
广州证行互

联网金融信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借款人应向赫美智科支付咨询服务

费与借款管理费（趸交）；赫美智科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的开发、开发社会

信用良好，具有还款能力的，具有资金需
50,000,000 1,553,013.97 2016-11-0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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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有限

公司 

收取每月服务费，对于每一笔借款

项目中借款人应支付的本金和综合

费用除去综合资金成本，剩余部分

作为赫美智科推荐客户的服务费用

收入；综合资金成本包含借款人应

当向出借人和平台方支付的借款本

金和全部费用（年化综合费不超过

12.5%）之和，剩余的服务费由赫美

智科收取。 

清之日 求的真实借款人及借款项目，在经过独立

审核后推荐至出借人；②在借款人不能如

期归还应付款项时，赫美智科为其推荐的

借款人及借款项目承担代偿责任；③当借

款人还款逾期时，赫美智科在履行上述款

项的代偿责任后，出借人的债权自动转让

至赫美智科。 

5 

深圳市壹佰

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赫美智科和赫美小贷有权向借款人

收取审核费、划扣手续费、服务费

用）（具体以《服务协议书》为准），

发放借款本金是直接从借款本金中

扣除审核费（借款本金 2%）与划扣

手续费（100 元/笔），并将该费用转

至赫美小贷账户。赫美小贷收取的

相关费用以《授权委托书约定为

准》。服务费由赫美智科收取。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的开发，向出借人

推荐具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对借款进行

回收及日常管理；②赫美小贷负责对赫美

智科推荐至出借人平台的借款人和借款

项目的信用风险进行独立审核；③赫美智

科为其推荐的借款人和借款项目的逾期

承担代偿责任，在借款人未按约定向出借

人偿还债务时，根据相关协议约定进行先

行支付本息或受让出借人享有的《借款协

议》项下债权。 

50,000,000 0 2017-05-15 是 

6 

凤金数据科

技（深圳）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赫美智科有权基于协议项下的借款

所提供的审核、管理及回收提供咨

询服务公司向借款人收取相应的咨

询服务费与借款管理费（趸缴），收

费标准及支付方式以赫美智科与借

款人签署的相关服务协议为准。咨

询服务费由赫美智科收取。 

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二年 

①当借款人还款逾期时，赫美智科需按规

定在约定还款日履行应付款的代偿责任；

②履行代偿责任后，出借人享有的相应债

权由赫美智科享有。 

500,000,000 6,668,586.66 2017-09-2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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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市富德

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支付赫美智科及第三方的咨询服务

费、借款管理费、审核费、划扣手

续费、服务费等具体费用以借款人

签署的《服务协议》为准。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智科或其委托第三方应于还本付

息日将代收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贷

款本息直接划入出借人银行账户，即使借

款人未能按时归集到足额的贷款本息，不

管任何事由，赫美智科都应将足额的贷款

本息按时划入出借人银行账户，代借款人

履行清偿责任；②当借款人无法足额清偿

本息的风险时，出借人有权向赫美智科发

出债权转让的书面通知，在收到该通知 3

个工作日内履行无条件全额受让逾期贷

款的总额、无条件签署相关的债权转让文

件以及一次性支付完毕债权转让款。 

50,000,000 8,506,025.41 2017-03-16 否 

8 

广金所信息

服务有限公

司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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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赫美

智科与借款人的约定为准）小贷收

取的信用审核费用具体以授权委托

书约定为准。 

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二年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开发，为借款人提

供专业的借款咨询服务并将经赫美小贷

信用审核认可的借款人推荐给出借人；②

同时，赫美智科负责贷后的跟踪及管理等

服务；③如借款人未按时归还款项，赫美

智科自愿为借款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代偿

责任或受让债权。④若赫美智科未按协议

约定履行代偿义务，则赫美小贷承担上述

责任履行代偿义务。 

50,000,000 716,323.16 2017-09-11 否 

9 

深圳前海滚

雪球财富管

理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赫美智科或其他第三方有权因为该

协议项下所提供的小额借款的审

核、管理及回收工作向借款人另行

收取款收取相应的费用，费用收取

标准及方式以赫美智科与借款人另

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开发，向出借人推

荐具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对借款进行催

收、回收及日常管理；②在借款人未按照

约定向出借人偿还债务时，根据协议及

《借款合同》的约定代借款人进行先行支

200,000,000 0 2017-12-0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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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签订的服务协议为准。 付本息或受让出借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项下债权；③若赫美智科未及时履行代偿

责任，则由赫美小贷为借款人的债务承担

代为清偿义务。 

10 

上海夸客金

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根据《服务协议书》约定咨询服务

费及借款管理费由赫美智科收取，

划扣手续费由赫美小贷收取。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无协议 

997,702 

（实际放款

金额） 

504,609.25 / 否 

11 

深圳首金誉

互联网金融

服务有限公

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赫美智科或其他第三方有权因为该

协议项下所提供的小额借款的审

核、管理及回收工作向借款人另行

收取相应的费用，费用收取标准及

方式以赫美智科与借款人另行签订

的服务协议为准。借款人应向赫美

智科支付咨询服务费与借款管理

费，赫美小贷收取划扣手续费。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开发，向出借人推

荐具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对借款进行回

收及日常管理；②在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向

出借人偿还债务时，根据合作协议及《借

款协议》的约定代借款人进行先行支付本

息或受让出借人享有的《借款合同》项下

债权。 

200,000,000 13,822,956.80 2017-04 否 

12 

江苏强业金

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约定赫美智科收取每月服务费，对

于每一笔借款项目中借款人应支付

的本金和综合费用除去综合资金成

本，剩余部分作为赫美智科推荐客

户的服务费用收入；综合资金成本

包含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和平台方

支付的借款本金和全部费用之和；

另根据《服务协议书》借款人应向

赫美智科支付咨询服务费与借款管

理费（趸缴）。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①赫美智科负责借款人开发，向出借人推

荐具有借款需求的借款人，对借款进行回

收及日常管理；②在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向

出借人偿还债务时，根据合作协议及《小

额个贷借款合同》、《“互融宝”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业务推荐、代偿函》的约定代借

款人进行先行支付本息或受让出借人享

有的《小额个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 

500,000,000 7,302,836.06 2017-08-09 否 

13 华夏银行股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服务费由赫美智科收取，审核费、 自担保的债权 ①赫美小贷受让出借人对借款人的债权， 40,000,000 0 2017-08-1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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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天安支行 

赫美智科 法人 划扣手续费由赫美小贷收取。 确定之日起，至

被担保的债权

全部清偿完毕。 

借款利息由赫美小贷收取；期限届满，借

款人向赫美小贷归还全部贷款本息；②赫

美小贷依据合同约定：出借人要求其受让

信贷资产，并支付转让对价，若赫美小贷

未依主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转让对价义务的

情形，出借人有权直接向赫美智科追偿。 

14 

深圳光华普

惠科技有限

公司（笑脸金

融平台）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就赫美智科为其用户当次提供的服

务，可根据笑脸金融、赫美智科及

借款人签署的《借款服务协议》约

定收取赫美智科服务费，服务费率

标准在《借款服务协议》中具体约

定。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根据协议：赫美智科同意为主协议项下由

其推荐借款人与笑脸金融平台撮合的不

特定出借人签署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债

务承担代偿责任，借款人未能按时归还借

款本息的，或是发生违约情形时由赫美智

科履行代偿责任。 

67,662,000 

（实际放款

金额） 

3,882,114.06 2017-12-08 否 

15 
万惠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自然人 

 

对于每一笔借款项目中借款人应支

付的本金和综合费用除去综合资金

成本，剩余部分作为赫美智科推荐

客户的服务费用收入；综合资金成

本包含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和平台

方支付的借款本金和全部费用（费

用标准为年化 13.5%）之和。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出借人对赫美智科进行信用评审，授予

其在一定时期内向出借人推荐优质借款

人的资格，赫美智科对其所推荐的借款人

债务负有回购代偿义务，上述借款人未能

按期足额还款，出借人有权要求赫美智科

对该借款人的全部债务进行回购；②出借

人有权根据协议约定扣除赫美智科的代

偿备用金或采取其他措施进行追偿。 

250,000,000 98,676.87 2018-06 否 

16 
散标专区(车

贷) 
赫美小贷 法人 

根据《个人贷款合同》、《委托收款

协议》约定由赫美智科收取服务费。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 
20,000（实际

放款金额） 
0 / 是 

17 

广州市聚富

互联网小额

贷款有限公

赫美智科 自然人、 

赫美智科或其他第三方有权向借款

人收取咨询服务费、借款管理费、

审核费、划扣手续费、服务费等费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智科负责贷款申请人的开发、推

介、贷款的回收及日常管理，并受借款人

委托代其向出借人提供出借人要求的借

50,000,000 67,345.02 2017-12-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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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用（具体费用以借款人签署的《服

务协议书》为准）。 

款资料和信息等借款事宜；②若借款人未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当

期应还借款本息超过 90 天时，或出借人

有足够证据表明借款人存在无法足额清

偿借款本息的风险时，出借人有权向赫美

智科发出债权转让的通知书，在收到该通

知 3 个工作日内履行无条件全额受让逾

期贷款的总额、无条件签署相关的债权转

让文件以及一次性支付完毕债权转让款。 

合计 - - - 4,880,173,258 1,035,729,348.99  - - 

三、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历年合作规模、放款余额及累计回购代偿责任余额、累计垫付本金 

单位：元 

        截止时间 

项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9 年 6月 30日 

合作规模 50,000,000 4,630,073,258 4,880,173,258 4,880,173,258 

放款余额 25,965,092.42 2,005,724,983.52 1,443,757,407.89 1,081,313,296.27 

累计回购代偿 

责任余额 
95,567,465.34 146,690,332.06 278,741,108.43 278,741,108.43 

累计垫付本金 

及利息 
350,416,777.94 495,086,345.77 781,490,553.85 836,380,7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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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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金额。 

根据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提供的业务合作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仅有 2018 年签署的协议，但根据赫美智科、赫美小贷账务数据发现其 2016-2017

年度存在业务合作，由于合作协议的缺失，无法判断相关合作协议的具体签署时间是否为赫美小贷并表后，故本次更正中将其移出上表；根据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提

供的业务合作协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深圳市同心科创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仅有 2017 年签署的协议，但根据赫美智科、赫美小贷账务数据发现其 2016

年度有业务合作，由于合作协议缺失，无法判断相关合作协议的具体签署时间是否为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后，故本次更正中将其移出上表。 

四、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并表前，签署的有关代偿责任的具体合同条款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合同主债 

权人 
代偿主体 

债务人

类型 
服务费收取标准 代偿期限 合作协议代偿主要内容 

代偿额度 

（合作规模） 

截止 2019年 6

月 30日代偿余

额 

协议签署 

日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联合金控 

自然人、

法人 

中国银行仅收取贷款本息，手续费

2%、管理费及相关违约金等均由赫

美小贷收取。 

主债权发生期

间届满之日起

两年 

若主债权协议项下的放款无法正常回款，

代偿主体将为借款人承担保证责任。 
80,000,000 0 2014-05-13 是 

2 

北京弘合柏

基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有

利网）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自然人、

法人 

赫美智科收取一次性手续费 2%及居

间费（综合费用每月 2.3%除去年化

综合费率剩余为收取的居间费） 

有利网借款协议约定：赫美小贷有权

就为本协议项下借款所提供的服务

向借款人收取咨询手续费和服务费、

催收费等费用，上述费用收取方式由

借款人与赫美小贷双方另行约定。 

合作协议项下

借款发放之日

起至借款到期

后 2 年止 

①赫美智科按照协议约定与赫美小贷就

小额借款客户在《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

义务、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②赫美小

贷对赫美智科日常业务进行指导和管理，

并对其项下所应履行的各项义务、责任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③在赫美智科不履行或

不完整履行其保证责任时，出借人可要求

赫美小贷及时承担保证责任。 

500,000,000 0 2014-12-31 是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更正公告 

11 

 

3 

深圳市金斧

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审核费 2%、划扣手续费由赫美小贷

收取；每月服务费包含在综合费率

2.3%（对于每一笔借款项目中借款

人应支付的本金和综合费用除去综

合资金成本，剩余部分作为赫美智

科推荐客户的服务费用收入；综合

资金成本包含借款人应当向出借人

和平台方支付的借款本金和全部费

用（年化综合费率 12%）之和。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小贷负责借款人的开发、借款的审

批、回收及日常管理；②受借款人委托，

代其向出借人提供符合要求的借款资料

及信息，协助办理借款事项；③代借款人

向出借人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④赫美小

贷承诺，在借款人未按约定向出借人偿还

债务时，其将根据相关业务协议约定进行

先行支付或受让出借人项下的债权。 

1,000,000,000 0 2014-09-24 是 

4 

搜易贷（北

京）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或法人 

赫美小贷有权向其促成交易的相应

资金借入方按借款金额 2%收取咨询

服务费、划扣手续费及每月借款管

理费对于每一笔借款项目中借款人

应支付的本金和综合费用（每月

2.3%）除去综合资金成本，剩余部

分作为赫美智科推荐客户的借款管

理费收入；综合资金成本包含借款

人应当向出借人和平台方支付的借

款本金和全部费用（年化综合费率

12%）之和；赫美小贷收取咨询服务

费及借款管理费（趸交）。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①赫美小贷负责资金借入方的开发、借款

的审批、回收及日常管理，并受资金借入

方的委托办理相关借款事宜；②赫美小贷

承诺：在资金借入方未按约定向资金借出

方偿还债务时，其将为推荐的资金借入方

向借出方承担代偿义务及受让借出方享

有的《借款协议》项下债权，为资金借入

方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50,000,000 33,204,416.62 2014-10-31 否 

5 

深圳市永泰

富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

司 

（共富网平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赫美小贷有权向资金借入方提供信

用审核服务按借款金额 1%收取审核

费。每月支付的服务费由赫美智科

收取，关于《授权委托书》所述综

合费用费率（每月 2.3%）除去年化

合作协议项下

借款发放之日

起至借款到期

后 2 年止 

赫美小贷承诺：对资金借入方借款资料进

行审核，在借入方未按照约定向借出方偿

还债务时，其为推荐的借入方偿还借款承

担代偿义务及受让借出方享有的借款协

议项下债权，并为借入方的还款义务提供

100,000,000 0 2015-09-1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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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利率（13%）剩余为赫美智科收取服

务费。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北京融世纪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融

360 平台）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北京融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代赫

美小贷向借款人收取《借款协议》

项下借款本金 2%的借款手续费。每

月支付的服务费由赫美智科收取，

关于《授权委托书》所述综合费用

费率包含服务费，综合费用（每月

2.3%）除去年化综合费率（不高于

12%）剩余为服务费，审核费由赫美

小贷收取。 

合作协议项下

每一笔借款履

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 2 年 

①赫美小贷负责借款人的开发和信用审

核，借款的审批、回收及日常管理，并受

借款人委托提供借款相关资料及信息等

事宜；②赫美小贷承诺：在借款人未按约

定向出借人偿还债务时，赫美小贷根据协

议及《借款协议》的约定代借款人进行先

行支付或受让出借人享有的《借款协议》

项下的债权。 

5,865,000（实

际放款金额） 
0 2015-01-15 是 

7 

上海高风互

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

公司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出借人代赫美智科向借款人收取其

根据《授权委托书》约定所扣除的

一次性手续费（代扣金额为《借款

协议》项下借款本金的 2%）后，自

代收之日起第二个工作日转账至赫

美小贷账户。审核费、划扣手续费

由赫美小贷收取，每月服务费由赫

美智科收取，由综合费用（每月

2.3%）除去年化利率 12%，剩余的为

服务费。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赫美小贷承诺：在借款未按约定向出借人

偿还债务时，将根据合作协议及《借款协

议》的约定代借款人进行先行支付本息或

受让出借人享有的《借款协议》项下债权。 

1,000,000,000 0 2015-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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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妈妈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出借人代赫美小贷有权向借款人收

取其根据《授权委托书》约定所扣

除的一次性手续费（代扣金额为《借

款协议》项下借款本金的 2%）后，

自代收之日起第二个工作日转账至

赫美小贷账户。审核费 2%、划扣手

续费由赫美小贷收取，每月服务费

由赫美智科收取，由综合费用（每

月 2.3%）除去年化利率 12%，剩余

的为服务费。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赫美小贷承诺：对合作协议项下赫美智科

推荐的借款人借款资料进行信用审核，在

推荐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向出借人偿还债

务时，根据合作协议和《借款协议》的约

定代借款人进行先行支付本息或受让出

借人享有的《借款协议》项下的债权。 

1,000,000,000 0 2015-07 是 

9 

深圳市前海

融资租赁金

融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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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以赫美

智科与借款人的约定为准。赫美小

贷收取信用审核费（具体以赫美小

贷与借款人约定为准）。 

合作期间签订

的每笔借款合

同还款到期日 

①赫美智科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借款人开

发，为借款人提供专业的借款咨询服务，

并进行贷后管理，赫美小贷主要提供小额

借款信用审核服务；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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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智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0,000,000 0 2015-10-31 是 

10 

上海骏合金

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赫美小贷或其他第三方有权因为该

协议项下所提供的小额借款的审核、

管理、保证及回收工作向借款人另行

收取相应的咨询服务费，催收费、服

务补偿金等。上述各项费用收取标准

及方式以赫美小贷与借款人另行签

订的服务协议为准。借款管理费及手

续费由小贷收取。 

主合同项下任

何一笔债务还

清之日 

①赫美小贷负责借款人开发，借款的审

批、回收及日常管理；并受借款人委托代

其向出借人提供出借人要求的借款资料

和信息等借款手续；②赫美小贷承诺：在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向出借人偿还债务时，

赫美小贷根据合作协议及《借款协议》的

约定代借款人进行先行支付或受让出借

人享有的《借款协议》项下债权。 

300,000,000 0 2014-08-18 是 

11 网贷通 赫美小贷 自然人、 - 借款人无法偿 赫美小贷受出借人委托，对借款客户的还 215,000 0 2013-07-0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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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还款项时回购

债权 

款代为回收、归集、管理，再对出借人进

行借款本息的分配。若借款客户在《借款

合同》约定的到期日无法履行或全部履行

应偿还款项，赫美小贷同意向出借人回购

债权，回购债权价格为借款客户未能向出

借人偿还的债务。 

12 

深圳前海联

金所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

公司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自然人、

法人 

前海联金所、赫美智科、赫美小贷

有权因为该协议项下借款所提供的

咨询、审核、管理、回收及代偿等

工作向借款人另行收取相关费用，

费用收取标准及方式以各方与借款

人另行签订的《服务协议书》为准。 

主债权存续期

间及主债权到

期之日起三年 

①赫美智科根据合作协议负责借款人的

开发、推介、借款的回收及日常管理，并

受借款人委托，代其向出借人提供符合要

求的借款资料及信息等；②在借款人未按

《借款协议》还款时，赫美智科应就借款

人在《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责任

承担代偿责任。③承担代偿责任后，有权

向借款人追偿。 

1,000,000,000 267,261,483.07 2015-4-20  

合计 - - - 5,086,080,000 300,465,899.69 - - 

备注：1、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赫美小贷”；深圳赫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赫美智科”；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合金控”；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与联合金控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联合金控原持有的赫美智科 40%股权，原持有的赫美小贷 51%的股权。该次交易完成后，联合金控不再持有赫美智科股权，仍

持有赫美小贷 44%股权。除上述交易情形外，公司与联合金控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部分合作平台与赫美智科、赫美小贷签署的相关协议中约定放款规模，仅能统计实际放款金额。 

3、代偿余额指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已履行代偿义务且尚未追偿的金额；放款余额指赫美智科和赫美小贷依照合同约定需承担代偿义务，但未触发代偿条件或已触发代偿条件

但未履行代偿义务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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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结合相关合同条款内容，明确说明代偿责任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如是，请说明你公司是

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提供充分、客观的依据。 

回复：经公司自查发现，部分涉及赫美小贷或赫美智科承担代偿责任的文件

的签署时间早于赫美小贷、赫美智科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

时间，具体如下： 

序

号 
合同主债权人 代偿主体 代偿期限 回购代偿金额（元） 

垫付本金利息金

额（元） 

文件签署时

间 

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联合金控 

主债权发生期间

届满之日起两年 
6,042,399.48 15,788,068.24 2014.05 

2 

北京弘合柏基

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赫美小贷、

赫美智科 

合作协议项下借

款发放之日起至

借款到期后 2 年

止 

21,999,083.16 129,050,480.54 
2014.04/ 

2014.12 

3 

深圳市金斧子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赫美小贷 

主合同项下任何

一笔债务还清之

日 

- 7,340,955.74 2014.09 

4 

搜易贷(北京)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赫美小贷 

合作期间签订的

每笔借款合同还

款到期日 

4,284,159.54 125,048,600.58 2014.10 

5 

深圳市永泰富

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合作协议项下借

款发放之日起至

借款到期后 2 年

止 

- 2,055,492.23 2015.09 

6 

北京融世纪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 

赫美小贷 

合作协议项下每

一笔借款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 657,240.02 2015.01 

7 

上海高风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主合同项下任何

一笔债务还清之

日 

- 104,479.67 2015.05 

8 
深圳妈妈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主合同项下任何

一笔债务还清之

日 

- 112,841.86 2015.07 

9 深圳市前海融 赫美小贷、 合作期间签订的 234,912.29 8,512,580.83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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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租赁金融交

易中心有限公

司 

赫美智科 每笔借款合同还

款到期日 

10 

上海骏合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赫美小贷 

主合同项下任何

一笔债务还清之

日 

406,202.63  2014.08 

11 网贷通 赫美小贷 
借款人无法偿还

款项时回购债权 
 5,850.00 2013.07 

12 

深圳前海联金

所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主债权存续期间

及主债权到期之

日起三年 

57,933,277.27 231,157,139.17 2015.04 

合计 - - 90,900,034.37 519,833,728.88 - 

据此，在赫美小贷、赫美智科完成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之

前发生的上述业务，公司并无对其对外承担“代偿”等相关责任事项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的权利和义务。 

除上述业务外，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涉及的其他“代偿”等相关责任事项的

协议签署时间晚于赫美小贷、赫美智科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时间。上述代偿责任由于涉及贷款主体均为单个自然人，其规模及数量较为庞

大，无法逐一确认被代偿主体；且如贷款主体足额履行还款义务，赫美智科及赫

美小贷的代偿责任自然消除；同时，根据对各同行业平台了解，提供代偿责任为

P2P 平台及金融居间公司业务经营的行业惯例，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畴。公司未

对该等“代偿”等相关责任事项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存在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上的瑕疵。 

涉及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的代偿义务事项，公司均已于《2016 年年度报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年

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未进行任何隐瞒或虚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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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请提供你公司为各借款人承担代偿责任的合同作为备查文件。 

2、年审会计师及律师未按年报问询函的要求，就代偿是否属于《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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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九章规定的应披露的交易，以及公司是否履行了

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及律师就上述事

项进行严格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公司年审会计师和律师认为，就赫美小贷、赫美智科成为赫美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之前与上述合作方发生的业务，赫美集团并无对赫美小贷、赫美智科

对外承担“代偿”等相关责任事项进行审议和信息披露的权利和义务。 

就赫美小贷、赫美智科成为赫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之后与合作的贷款渠道公

司发生的业务，赫美集团应当对赫美小贷、赫美智科对外承担“代偿”等相关责

任事项进行审议和信息披露。根据赫美集团的确认及其公告信息，公司未对该等

事项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但分别在《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公司年审会计师和律师认为，此种情形存在审议程

序及信息披露上的瑕疵。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