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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9月初，北银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收到监管层一张
近千万元的巨额罚单震动行
业，除了公司，该公司高管也受
到严厉处罚。9月1日，北京银
监局发布了针对北银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开了一份“罚单通
知”，惩罚事由是北银消费金融
贷款和同业业务严重违反审慎
经营规则、超经营范围开展业
务、提供虚假且隐瞒重要事实
的报表、开展监管叫停业务等，
宋文昌、袁耀璋、顾弢、尹峥为
责任人。

北京银监局责令北银消费
金融改正，并对其给予合计90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宋文
昌给予警告并处50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对袁耀璋给予取消
10年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禁止2年内从事银行业
工作的行政处罚；对尹峥给予
禁止12年内从事银行业工作的
行政处罚；对顾弢给予警告并

处2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据
悉，被罚的3人都是北银消费金
融高管，其中，宋文昌为总经
理、袁耀璋为董事、顾弢为副总
经理。

此次，北银消费金融和相
关个人处罚款项合计达到970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近半年，新
兴金融势力频收监管层罚单。
重庆、武汉和北京的消费金融
巨头公司都被央行、银监局处
罚过。

今年 3 月 24 日，马上消费
金融因违反征信相关条款，被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罚
款 39 万元，是今天首家因征
信 问 题 被 罚 的 消 费 金 融 公
司。今年第二家受罚的消费
金融公司，是湖北消费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银监局的处
罚决定书显示，该公司因违反
规定从事未经批准的业务活
动，而被处罚人民币 50 万元，
处罚决定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8日。

龙头企业一年营收12亿元
掌阅科技一年数字阅读营

收有多少？招股说明书显示，
掌阅科技2016年营收12亿元，
同比增长 87.23%，净利润 7720
万元，同比暴涨161.14%，其中
数字阅读收入 11.3 亿元占比
94.06%。招股书透露，掌阅科技
主要向消费者提供数字阅读服
务和增值服务，数字阅读服务
业务的收入模式是用户在数字
阅读平台“掌阅”等产品中，充
值购买虚拟货币“阅饼”，并消
费“阅饼”购买图书、杂志等数
字内容。“掌阅”拥有超过6亿的
累计注册用户，月活跃用户数
量达1亿人。根据TalkingData
的应用排行数据显示，2016年、
2017年各个季度阅读类应用排
名中，“掌阅”覆盖率和活跃率
均排名第一。

目前数字阅读行业的市场
主要参与者基本分为四类。第
一类为电信运营商，代表为中
国移动的咪咕阅读、中国电信
的天翼阅读和中国联通的沃阅
读；第二类为互联网巨头，通过
收购互联网文学网站获取内
容、自研或收购阅读APP产品获
得平台，并利用其自身的流量
优势实现内容分发和流量变现，
典型代表为腾讯公司旗下的
QQ 阅读；第三类为独立运营的
数字阅读企业，通过开发自有阅
读平台、获取内容和用户流量，
实现产品的平台价值，典型代表
为掌阅科技；第四类为电商企
业，通过传统纸质图书销售向数
字化转型介入数字阅读行业，典
型代表为京东阅读。

掌阅科技属于第三类数字
阅读市场参与者，相较于电信
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和电商企
业，其优势在于公司业务专注
于数字阅读，机制灵活，具备产
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
力，致力于数字阅读生态的建

立和维护，同时能够最大化强
化终端用户体验。而劣势则在
于作为独立运营的创业型企
业，不具备电信运营商、互联网
巨头和电商企业强大的资本实
力和强势的市场地位。

掌阅科技也提及，2013年
以来，随着腾讯、百度、阿里巴
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纷纷进
入数字阅读领域，数字阅读行
业竞争呈现日益激烈的态势。
掌阅科技如果不能有效地制定
实施业务发展规划，积极应对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所带来的挑
战，未来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丧失其原本具
有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公司
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潜力。

营收规模不及阅文集团
据悉，数字阅读行业自

2011 年后进入高速发展期，
2015年后迈入成熟发展期。根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
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上升
0.4%；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
为68.2%，较2015年上升4.2%；
55.3%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
线阅读，较 2015 年上升 4.0%；
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
读，较2015年上升6.1%。

如今，数字阅读服务将作
为泛文化娱乐服务的一部分融
入到泛文化娱乐产业链中，商
业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实现变
革和创新，而掌阅科技的业务
模式目前仍显单一。

2014年，掌阅科技尚未开
发出足以创造营收的版权产
品、硬件产品以及实现广告营
销，2015年，版权及硬件产品的
收入都超过100万元；2016年，
数字产品收入1067万元，硬件
产品获得2734万元营收，广告
营销收入与2015年相比则减少
了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15
年，掌阅科技才推出了硬件产
品“iReader 电子书阅读器”，当
时掌阅科技期望 iReader 能在
一年内实现300万元的销量，但
掌阅科技想要做中国版kindle
还需要观察，截至2017年 3月

“iReader 电子书阅读器”销售
约5.7万台。

巧合的是，近期阅文集团
向港交所提交了IPO申请，2015
年初，腾讯正式收购盛大文学，
并成立了包括起点中文网、创
世中文网等文学网站的阅文集
团，与主营业务收入中90%以上
都来源于数字阅读业务的掌阅
科技相比，2016年网络阅读营
收占据了阅文集团总营收的
77.1%，而阅文其他的变现业务
还包括了版权运营、纸质图书、
知识产权等。

以2014年-2016年的财务
数据为例对比分析，掌阅科技
实现营收 4.2 亿元、6.4 亿元、
11.98亿元，阅文集团营收则为
4.66 亿元、16.1 亿元、25.68 亿
元。二者的营收规模在2014年
还相差不多，两年过去，阅文集
团2016年的营收规模已经是掌
阅科技的两倍多。毛利率方
面，掌阅科技分别为 50.24%、
48.45% 、32.95% ，阅 文 集 团 为
43.14%、36.1%、41.3%。整体
上，掌阅科技的毛利率在不断
下降，掌阅科技表示这是由于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渠道和版
权成本投入所致。掌阅科技本
次募资10亿元投向的是数字阅
读资源平台升级项目、数字阅
读技术平台升级项目和数字阅
读海外开发项目，

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数字
阅读市场，掌阅科技未来能否
借此进一步丰富公司互联网数
字阅读服务业务的内容供应，
同时拓展公司数字阅读服务的
业务布局，并提高公司的盈利
水平呢？

一年营收超过10亿元

数字阅读的春天来得不算晚
数字阅读在互联网时代大行其道，面对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京东等互

联网企业纷纷进入数字阅读领域，曾经讲情怀不上市的掌阅科技也“放下身
段”，本周将在上交所发股募资10个亿元。之前腾讯旗下阅文集团也向港交
所提交了IPO申请，自叹“太保守”掌阅科技还是赶上了早班车，但能不能保
持优势地位仍是未知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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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保监会继续加大
对险企的市场秩序整治。近
日，保监会公布一份行政处罚
书，华安财险及其6位高管编制
提供虚假资料的违法违规行为
就此曝光，该公司及高管收到
了一份合计74万元罚单。

编制提供虚假资料
处罚书显示，2015 年 2 月

10日，华安产险通过向深圳市
品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列支
不真实咨询费的方式，套取资
金用于发放员工奖金；2015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华安
产险通过差旅费、交通费、通
讯费等名目虚列费用并违规
发放给总公司部门班子及以
上人员；总公司创新事业部通
过购买食品、日用品的名义虚
列费用用于购买购物卡。上
述 三 项 累 计 虚 列 费 用 金 额
755.7万元。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华安产险下属湖南、江西、
山东等地10多家分支机构在承
保公司自有车辆的保险业务
时，在核心业务系统中将部分
车辆的业务作为中介业务并据
此发放手续费，共计虚挂保单
952份，保险费金额合计316.60
万元，套取手续费金额合计
44.09万元。

针对该公司编制提供虚假
资料的行为，保监会根据相关
条例，对华安产险罚款 45 万

元；对相关负责人龚小锐警告
并罚款 6 万元，对方南平警告
并罚款 6 万元，对谈立军警告
并罚款 6 万元，对饶雪刚警告
并罚款 6 万元，对宋欣警告并
罚款 1 万元，对徐沛警告并罚
款4万元。

会计报销时共同造假
从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近

年的处罚信息来看，保险公司
虚列费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并
具有相当强的组织性。大多数
编制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都是
因公司或部门负责人为达到特
定目的，有组织地安排财务和
业务人员在会计报销时共同造
假。对此，监管层也加大了惩
罚力度。

比如今年8月天津保监局
公告，2017年 2-4月份阳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
公司虚列咨询服务费用于支付
机动车商业保险超出约定代理
手续费比例以外的销售费用，
虚列报销费用41万元，涉及保
单146笔。时任经代与综拓客
户部总经理助理万海涛和时任
总经理助理孙宝奇，对上述违
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由于该公司编制提供虚假
资料的行为，天津保监局决定
对阳光财险天津市分公司处以
30万元罚款；同时，对公司时任
经代与综拓客户部总经理助理
万海涛、总经理助理孙宝奇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万元、4万
元罚款。

整改与行政处罚并用
新兴消费金融公司频收罚单

虚列费用套取资金
险企频收保监会罚单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