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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价账单”：8人吃了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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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交通银行正式上线业内
首个投行全流程区块链资产证券
化平台“聚财链”。通过为交行、交
银国信等集团内部机构，及普华永
道、中伦、中债资信、中诚信等中介
机构部署区块链节点，实现了资产
证券化（简称ABS）项目信息与资产
信息的双上链，同步实现基于智能
合约的跨机构尽职调查的流程化，
全面重塑投行资产证券化业务操
作流程。

7月，交行2018年第一期个人
住 房 抵 押 贷 款 资 产 支 持 证 券
（RMBS）基础资产信息由交行完成
上链。8月，中介机构通过区块链流
程开展RMBS尽职调查工作。各参
与方在链上实时查看与获取相关
信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基础资产
的真实性与披露的有效性。

“聚财链”平台一期功能的圆
满落地，是交行利用金融科技优化
投行业务的一次重大创新探索。

“聚财链”平台有效提高了ABS产品
运营的透明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程
度，在降低产品融资成本、提升项
目运行效率、强化全周期风险管理
等方面优势凸显。
为何要重塑“资产证券化”

产品？

从基础特征上看，ABS是一类
以某类具有较高价值的特定资产
的未来现金流为证券本息兑付来

源的有价证券。由于ABS资产与原
始权益人隔离，还款来源完全来自
基础资产现金流，因此监管和市场
对ABS的发行要求极高，ABS的发
行需经过资产筛选、尽职调查、产
品设计、监管报批、销售发行等多
个环节。

传统的ABS业务存在不少痛
点。第一，信息不对称。由于尽职调
查过程、估值过程与评级过程的不
透明、不公开，基础资产形成期的
真实性无法保证。ABS产品信息披
露机制尚不完善，除了发行时的静
态信息外，存续期内基础资产信息
的动态变化，在投资者、管理人、评
级机构、原始权益人等各方之间存
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
致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难以监
控，风险管理难度增大。第二，客观
性不足。由于原始权益人直接向评
级机构付费并委托其开展和跟踪
信用评级，评级过程的独立性和评
级结果的客观性难于考量。第三，
定价与风险不匹配。ABS市场缺乏
流动性，二级市场交易无法提供有
效的定价依据。产品相关的“优
先”、“劣后”分级也只体现一种偿
还顺序，并不能反映真实的风险等
级，导致产品定价机制与风险不匹
配。

这些痛点对ABS业务各参与方
均造成不利影响，原始权益人融资

成本高、投资者投资风险高、中介
机构服务效率低、监管机构监管难
度大。

为什么是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是由多方共同维护、以
块链结构连续存储的分布式数据
记录账本，并通过密码学技术保护
记录内容和时序，使得任何一方难
以对信息进行篡改与伪造。交通银
行“对症下药”，运用区块链技术，
为ABS产品的痛点问题开出了一剂
良方。

基于区块链的资产证券化平
台“聚财链”，以联盟链为纽带连接
资金端与资产端，提供ABS产品从
发行到存续期的全生命周期业务
功能，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ABS业
务体系的信用穿透。平台重新设计
与定义资产登记、尽职调查、产品
设计、销售发行等各个环节，将基
础资产全生命周期信息上链，实现
资产信息快速共享与流转，保证基
础资产形成期的真实性和存续期
的监控实时性，同时将项目运转全
过程信息上链，使整个业务过程更
加规范化、透明化及标准化。传统
ABS业务信息不对称、客观性不足、
定价与风险不匹配问题迎刃而解。
“聚财链”的优势在哪里？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聚财
链”平台在ABS产品发行、管理的多
个方面取得了巨大优势。

业务流程更高效。“聚财链”通
过区块链分布式工作流引擎，实现
联盟链内跨机构业务流程运转，提
高了跨机构的协同效率。

运营成本更低廉。利用区块链
分布式账本特性，使所有参与方本
地持有全量数据，通过区块链智能
合约自动执行完成规则明确、权责
清晰的业务操作，大大降低了参与
方的操作、合规、对账成本。同时，
为ABS投资者提供实时、可信的信
息验证渠道，提升投资者信心，降
低证券发行利率，降低原始权益人
的融资成本。

全周期信息更透明。通过将项
目运转全过程信息与基础资产全
生命周期信息上链，借助区块链不
可篡改的技术特性实现信息流可
追踪、可审计，使得ABS业务全过程
更加透明、规范、标准，有效降低了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模型定价
风险。

业务监管更便捷。监管机构可
通过部署区块链节点实现穿透式
监管，对项目信息与基础资产信息
进行实时、全程监测，极大地提高
了监管的时效性、有效性和便捷
性，降低了监管难度。
“聚财链”的下一步创新怎

么走？

据了解，后续“聚财链”将实现
投行ABS全流程业务功能，贯穿资

产筛选、尽职调查、产品设计、销售
发行、存续期管理等各个环节，同
时提供风险定价、现金流分析、压
力测试等智能分析工具。

“聚财链”投行研发团队正在
建立一套可配置的产品模板，支
持多种类型ABS产品的快速发
行，且具备灵活的升级机制，可快
速适应市场变化与政策调整。产
品模板将广泛涵盖信用卡分期、
住房按揭、对公贷款、不良贷款等
信贷ABS产品，及小额贷款、应收
账款、信托收益权、租赁租金等企
业ABS产品。

“聚财链”的目标不仅是综合
化投行业务平台，更是借金融科技
融合推动投行转型春风，以平台连
接ABS业务各投行参与方，实现业
务流程和数据的高效对接，构建一
个开放、共享、可信的联盟投行生
态圈，打造全新投行时代的命运共
同体。

今年以来，交通银行在区块链
技术应用领域屡“吃螃蟹”。从4月
签发首单区块链国内信用证，到

“聚财链”一期平台的成功上线，交
行区块链技术的业务应用场景不
断丰富。据业内人士透露，5月31
日，交通银行正式启动了新一代智
慧化转型工程（即“新531”工程），
其依托金融科技创新业务应用的
步伐或将进一步加快。

交行推出业内首个区块链资产证券化平台“聚财链”

8个人就餐，一共点了
20道菜，算上服务费，总价
超过40万元一份的“天价
账单”引发关注。记者注意
到，上述账单共有20项菜
品，绝大部分为鲍鱼、野生
响螺、鳄鱼尾等珍品。其中

“清酒冻半头鲍”、“鳄鱼尾
炖汤”每例价格超万元。

9月19日上午，当事上
海“西郊5号”餐厅老板孙
兆国告诉记者，晚宴为“迪
拜王子请人吃顿饭”，菜品
属于私人定制，食材是从
各地运送，当天晚宴是其
亲自下厨。

19日下午，上海市长
宁区市场监管局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已经介入
调查此事。

部分菜品单价超万元

记者注意到，网传“天
价账单”出自一家名为“西
郊5号”的餐厅，位于上海
西郊宾馆。台号为901，用
餐人数为8人，显示结账时
间为18日22时20分。

账单显示，所点菜品

共有20个，包括有机泡菜、
芦笋、凉拌菜等素菜，但绝
大部分菜品为螃蟹、花胶、
鲍鱼等海珍品，另有包括
可乐等在内的饮料，以及
香烟。

上述菜品中，单价最
高者是“鳄鱼尾炖汤”，每
例价格是1.68万元。此外，

“清酒冻半头鲍”、“野生大
黄鱼”两例菜品，单价也在
万元以上。其中，“清酒冻
半头鲍”共计8位，总价
10.24万元。

菜单中，另包含550
元的司机餐，以及将近
3.8万元的服务费，总价
共计418245元，账单右下
角有手写标注“实收”40
万元。

一顿饭吃掉40万元，
上述账单引发网络关注。
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查询
到，“西郊5号”餐厅位于上
海最大的五星级花园别墅
式国宾馆西郊宾馆，曾接
待多国名人政要。

该餐厅董事兼总经理
为“名厨孙兆国”。在其个
人微信公众号“捕味者”中

可以看到，其从业34年，是
法国美食协会会员，上海
西郊5号餐厅总经理兼主
厨，国家高级裁判员。

19日下午，孙兆国向
记者证实上述账单，并称
晚宴实际是“迪拜王子请
人吃饭”，菜品属于私人定
制，食材是从各地运送，当
天晚宴是其亲自下厨。

对于晚宴的价格，孙
兆国称，“在迪拜这根本不

算什么。”他表
示，该饭店是合
法经营，所用的
食材没有野生
保护动物，符合
国家规定。孙兆
国称，参与饭局
的人“没有明星
也没有领导”。

19日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
市场监管局一
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已经介
入调查此事。目
前上海长宁区
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已经到

饭店调查，调查结果将会
及时公布。截至当晚10时，
就“迪拜王子请人吃饭”这
一说法，记者未从其他渠
道获得证实。

记者注意到，发布“天
价 账 单 ” 的 微 博 名 为
@Snake_Kane。他先是于9
月18日22时许发微博称，

“人均5万的晚饭（不是炫
富）我反正是第一回吃”，
并配有鲍鱼、海螺、螃蟹等

菜品图片，定位地点为上
海西郊5号。随后，上述博
主又发了上述消费40余万
的“天价”账单。19日下午，
上述微博用户把此前发布
的微博删除。

据一份刷卡小票信息
显示，一名为“大海”的客
户于9月18日23时05分，使
用招商银行信用卡消费40
万元。与19日网传“天价账
单”的消费时间、金额、餐
厅信息以及付款人签名均
一致。

律师称“私人定制”也

应监管

记者注意到，多名网
友称，自己此前在“西郊5
号”餐厅用过餐，环境较
好，但菜品昂贵。订餐平台
上显示，这家位于上海市
长宁区虹古路669号的“西
郊5号”餐厅，人均消费816
元。

一位曾在餐厅用过餐
的顾客于2018年4月10日
晒菜单评论称，在这家餐
厅就餐，人均消费800~1000

元，如果是两个人用餐，人
均消费还会翻倍，购买酒
水则会翻至4倍。

该顾客补充，这家餐
厅就餐前的小菜是78元一
位，招牌牛排318元一位，
蟹肉鱼子320元一位，红酒
或香槟800~1200元，“我们
两个人在这家餐厅消费了
3400元。”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韩骁告诉记者，上
海“西郊5号”餐厅提供的
多种高价菜品并非餐厅菜
单上的菜品，因此也无标
价，负责人称系“私人定
制”，但该服务的提供应处
于市场和行政机关的监管
之下，不应由餐厅与顾客
完全私人化处理，违反明
码标价制度。其次，该餐厅
违反了禁止设置最低消费
的规定。此外根据该餐厅
工作人员介绍，包房人均
最低消费800元，至少4人
才能在包房就餐，有违《餐
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
餐饮业不可设置最低消费
的规定。

（据《新京报》）

网
传
账
单
显
示
总
消
费
金
额418245

元，，

实
收40

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