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唐慧敏 

1.201702107131 黄丹霞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黄丹霞 学    号 201702107131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质押融资？  

2、此次质押融资项目是静态质押融资还是动态质押融资，为什么？ 

3、怎么对担保物进行存储？ 

 



学生回答记录 

1. “质押”就是“物质抵押”，“融资”即是“资金的通融与流动”，这里指贷款，所以质押

融资就是指企业或个人以某物质作担保向银行进行贷款。 

2.考虑到担保物变速器的物理特性，须置于钢制储物架上入库存储，且不得堆压和

挤压，以避免因碰撞或是长期堆压导致变速器齿轮、横轴、壳体变形，故此次融资

项目采用的是静态质押融资 

3、担保物存储方法也要根据其物理特性来进行储存。变速器由固体材料组成，因此

在变速器的储存上，切记要保持仓库干燥，通风时间固定，同时必须设置湿度检测

器，及时监察仓库内湿度，避免因雨季导致质押物氧化变质，也需要在干燥环境中

储存，但不可暴晒，需要保证适当通风，不可与易燃易爆物堆放在一处。每一箱变

速器体积较大，搬动不易，因此建议改为滚轮式储存箱，便于移动出入库，避免移

动过程中不必要的损坏风险。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201702107133 辛勇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辛勇 学    号 201702107133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的毕业设计思路是什么？ 

2、毕业设计分析了哪些风险？ 

3、你认为此次质押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哪里？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主要针对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卡软硬件质押融资项目进行监管

现场设计。第一部分对项目相关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此

次质押融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风险，最后针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了控制方案

设计。 

2、本毕业设计主要分析了此次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中存在的信用风险、法律风险

和操作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 

3、此次质押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可能是 A 公司存在恶意逃避债务或者因财务危机无

力偿还债务引起的。 

 

答辩小组评分：     31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3.201702107134 曾巧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曾巧 学   号 201702107134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动产质押融资？    

2.监管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  

3.在监管过程中如何防范操作风险？ 

 



学生回答记录 

1. 动产质押监管是出质人以其合法占有的动产向质权人出质，作为质权人向出质人

授信融资的担保，监管人接受质权人的委托，在质押期间按质权人指令对质物进行

监管的业务模式。动产质押监管是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相结合的创新型业务模式，

是动产融资担保的主要方式，解决了中小企业贷款难和融资难的问题，扩大了银行

放贷规模，为物流企业创造了新的增值服务，达到了企业、银行、物流企业的三方

共赢的局面。但是此业务在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2. 监管过程中主要存在道德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3. （一）树立正确的操作风险管理观念。 

（二）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三）建立风险预警系统进行风险预警分析。 

（四）加强风险合规文化建设，落实风控执行力。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4.201702107135 方碧蓉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方碧蓉 学    号 201702107135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的毕业设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你的毕业设计思路是什么？ 

3、通过广告宣传推广该物流金融产品的渠道有哪些？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主要针对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的“物流保付通”产品进行的一

个产品推广方案设计。 

2、首先在第一部分中对银行和“物流保付通”产品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

主要介绍了此次推广的对象和目标进行简要说明。最后，本设计针对该产品进行了

推广方案设计，包括广告宣传、推广活动及其他促销方式。谢谢。 

3、首先是线上广告宣传：微信推广、建行芙蓉南路分理处负责此次推广的全部相关

人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对此次推广进行宣传、实行中国建设手机银行 APP 绑定宣传。

其次是线下广告，包括在当地金融、证券、物流等专项报纸上刊登广告，采用 X 展

架宣传。 

 

答辩小组评分：     30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5.201702107136 贺思宇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贺思宇 学    号 201702107136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的毕业设计主要内容是什么？ 

2、你的毕业设计思路是什么？ 

3、监管现场设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学生回答记录 

1、毕业设计主要针对锐意贸易有限公司的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对该项目中的担

保物的监管进行监管现场设计。 

2、首先在第一部分中对项目相关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此

次质押融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并对业务操作流程进行简要说明，针对该项目选择了动

产监管逐笔控制模式。最后，本设计针对该项目的监管现场进行了设计。 

3、监管现场设计包括监管办公室设计、监管场区设计、监管现场人员安排、监管现

场注意事项及现场巡查。谢谢。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6.201702107137 刘文彬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刘文彬 学   号 201702107137 指导教师 
唐慧敏 

 

毕业设计

题目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仓单质押融资？  

2、为什么选择仓单质押融资？  

3、解除监管分哪两种情况？ 

 

学生回答记录 

1、仓单融资是指申请人将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货货物存放在商业银行指定的仓仓储

公司（以下简称仓储方），并以仓储方出具的仓单在银行进行质押，作为融资担保，

银行依据质押仓单向申请人提供用于经营与仓单货物同类商品的专项贸易的短期融

资业务。 

2、作为中小型企业能够较容易取得贷款，且手续相对信托等其他融资产品要简单资

金筹集费用低。 

3、质押融资项目到期时永胜木材公司全部还款和质押融资项目到期时永胜木材公司

全部还款两种。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二、王频 

201702107123 张思思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张思思 学    号 201702107123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抵押融资和质押融资的区别是什么？ 

2、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3、抵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学生回答记录 

1、答：抵押融资和质押融资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是否需要转移担保物的占有。 

2、答：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的目的是通过规范监管流程来预防抵押融资项目风险

的产生，保障融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3、答：抵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表现为如何合理的评估担保物的价值，担

保物的价值与融资金额是否匹配，以及如何在贷后管理中观察并管理担保物价值的

波动。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24 邓玉秋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邓玉秋 学    号 201702107124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现金新干线”产品推广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现金新干线”是什么？ 

2、产品推广的重点是什么？ 

3、推广活动前会做什么准备工作？ 

学生回答记录 

1、答:“现金新干线”是华夏银行成都分行为客户提供的一项综合性物流金融服

务产品。主要依托电子银行平台，为客户提供收款、付款、资金增值及账户管理、

信息查询等服务，为客户解决资金归集、汇划、查询、短期资金融通、电子支付、

电子报关等一系列问题，提高客户的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率。 

2、答：产品推广的重点是产品定位。产品定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品面

向的主要目标群体，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定价。 

3、答：根据活动安排做好预算。同时根据项目的需求拉赞助，联系广告、会场、

司仪、客户，并做好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设备的安排等等。 

答辩小组评分：    30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201702107125 熊宇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姓   名 熊宇 学    号 201702107125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云南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质押融资？ 

2、质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3、本方案的监管流程包括哪些环节？ 

学生回答记录 

1、质押融资是指融资企业将自有或者第三人具有合法所有权的质押物存入金融机构

指定的物流企业的仓库中接受监管，并从金融机构取得融资的活动， 

2、质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包括如何合理的评估担保物的价值，担保物的

价值与融资金额是否匹配，以及如何在贷后管理中观察并管理担保物价值的波动。 

3、本方案的监管流程主要包括入库、在库和解除监管环节。 

答辩小组评分：     31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26 陈美亮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陈美亮 学    号 201702107126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仓单？仓单质押融资是指什么？ 

2、仓单抵押融资项目的核心是什么？ 

3、监管流程设计对仓单质押融资有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记录 

1、仓单是保管人收到仓储物后给存货人开付的提取仓储物的凭证。仓单质押融资是

指出质企业把在库动产存储在物流企业的仓库中，然后凭物流企业开具的仓单向银

行申请贷款，同时，由物流企业监管货物的行为。 

2、仓单质押融资项目的核心是有效控制仓单项下货物的安全，包括货物数量、质量

和价格的安全。 

3、监管流程的合理设计能有效保证融资项目的安全性，提高融资成功的概率，并合

理降低融资风险。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27 赵卓智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赵卓智 学    号 201702107127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质押融资？质押融资的参与方有哪些？ 

2、本方案所涉及的融资项目有哪些风险？ 

3、本方案如何控制法律风险？ 

学生回答记录 

1、质押融资是融资企业将质押物存放于金融机构指定的物流企业接受监管，同时获

得相应授信的融资行为。参与方包括出质人、金融机构和物流公司三方主体。 

2、本方案所涉及的融资项目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3、考察棉花来源的合法性,通过对棉花合法来源所能提供的证据购销合同、付款凭

证、出库单和入库单等进行调查，对以次充好的物品,不能作为质押商品。同时明确

出质人、质权人、监管人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注意货物的验收确认、货物出质、

质物的置换和解除监管等关键环节的控制。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201702107129 王屹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王屹 学    号 201702107129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存货？什么是存货质押融资？ 

2、存货质押监管的重点是什么？ 

3、造成存货质押监管风险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存货是指企业持有以备出售的原料或产品等。存货质押融资是指融资企业将自有

或者第三人具有合法所有权的库存货物存入金融机构指定的物流企业，并从金融机

构取得融资的活动。 

2、存货质押监管的核心是有效控制存货的安全，包括货物数量、质量和价格的安全。 

3、存货质押监管操作之所以会产生风险，主要是由于在质物监管业务过程中，监管

方因业务流程操作不当、内部管理失控等原因而遭受的各种损失。 

答辩小组评分：     30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30 周鑫鹏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周鑫鹏 学    号 201702107130 指导教师 王频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该融资项目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2、静态质押融资与动态质押融资的区别是什么？ 

3、如何防范该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 

学生回答记录 

1、该融资项目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难点是如何合理的评估担保物的价值，衡量担保物

的价值与融资金额是否匹配，以及如何在贷后管理中观察并管理担保物价值的波动。 

2、静态质押融资与动态质押融资的区别在于对融资担保物监管过程中担保品是否能

够自由进出库。在静态融资中，担保物从融资开始到融资结束，如融资企业未进行

还款，担保物不得出库；在动态融资中，担保物可根据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协议

的相关规定进行进出库管理。 

3、我们应该针对项目中涉及的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对融资企业应展开详实的

事前调查，对监管方应在项目实施之前与之签订详尽的监管协议，以保证项目的安

全性和金融机构在融资项目中的权益。 



答辩小组评分：     31     分（满分 50 分） 

答辩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三、吴春平 

1：201702107106 杨国梁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杨国梁 学    号 
20170210710

6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在监管过中如何规范操作? 

2.质押融资监管地有几种？ 

3.贷款中的质押监管流程 

 

学生回答记录 

1.首先进行监管前审查的项目考察分析以及评定，和项目的申报与审批。然后订三

方需要的协议，以及监管现场的配置与运营，其次是后台管理的操作，对单据的管

理等。 

2..库内监管:质押物存放在中储所属仓库或中储租用管理的仓库且由监管人监管。   

库外监管：质押物存放在第三人的仓库且由监管人监管。监管人可与第三人签订委

托监管协议。  

3.（1）确认减速机无误后开始实施监管 



通达仓储按照浦发银行港俞路支行所提供的行星齿轮减速机进行检查后，确认其符

合监管，在事先谈妥的三号仓库内规定的位置放置减速机，粘贴好浦发银行港俞路

支行的标签在减速机上，接着三方确认减速机符合其监管的条件无误后对行星齿轮

减速机进行动产质押监管。 

 (2 ) 港俞路支行对其减速机确认没有问题后开始对本民公司发放贷款 

银行所派出的监察员在确认货物入库之后，对其进行记录带回向银行汇报此次质押

监管的过程。待银行确认无误后，再通知其相关人员将本民公司融资所需要的 100

万元贷款确认无误后发放于本民公司所给银行的本民公司账户上，银行发出货物通

知单，通知本民公司其需要的融资贷款已成功发放。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201702107101 郭玉清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郭玉清 学    号 
20170210710

4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 e 贷”产品推广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物流 E 贷”？ 2.促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3.怎样进行促销？ 

2.怎么进行人员促销 

3.怎么进行营业推广 

学生回答记录 

1.“物流 E 贷”是一种可以解决小型物流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的金融产品 2.对象为各种问题融资难

的物流小微企业，目的是促进物流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流畅资金周转。3.促销方法分为广告促

销 ，人员促销， 营业推广， 公共关系促销 。 

2.采取集中营销及地毯式扫街等形式吸引潜在客户，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力与潜在客户

建立面对面直接联系，开展团队营销接触潜在客户，采取系统性电话、直接面访调查推广、微

信或电子邮件等营销方式，通过介绍贷款产品的有关条件及条款向物流小微企业促销“物流 e 贷

“贷款，发挥客户经理的个人主动性，高效赢得潜在客户。一旦受理贷款申请，紧随其后最重要

的营销活动就是为物流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客户经理应为企业贷款申请人最大程度的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 

3.为刺激物流小微企业申请贷款，同样选择组织一系列具有短期诱导性的营业推广活动，如对第

一次办理该贷款的客户提供暂时性的利率折扣，同时对于第一次办理“物流 e 贷”的企业，在同等

资信条件下，可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或者追加其它小额贷款的方式。对申请贷款成功的企业



在偿还贷款时，会降低其还款负担，可采取前轻后重，随借随还的策略。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3.201702107107欧阳梦蝶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欧阳梦蝶 学    号 
20170210710

7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华升钢材有限公司钢板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什么是动产监管逐笔放贷模式？  

2. 监管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  

3.在监管过程中如何规范操作？ 

学生回答记录 

1.动产监管逐笔放贷模式是指在动产监管过程中，物流公司按照银行逐笔指令，对

货物监管和解除监管的业务模式。 

2.监管过程中主要存在道德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3.首先进行监管前审查的项目考察分析以及风险评定，和项目的申报与审批。然后

签订三方所需要的协议，以及监管现场的配置与运营，其次是后台管理的操作，对

于监管员的考核与培训，单据的管理等。在此过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操作风险管理

观念，并建立好风险预警系统。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4.201702107102高傲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高傲 学    号 
20170210710

2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金塑有限公司水管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什么是仓单质押融资？  

2、为什么选择仓单质押融资？ 

3、解除监管分那俩种情况？ 

学生回答记录 

1、仓单融资是指申请人将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货货物存放在商业银行指定的仓仓储

公司（以下简称仓储方），并以仓储方出具的仓单在银行进行质押，作为融资担保，

银行依据质押仓单向申请人提供用于经营与仓单货物同类商品的专项贸易的短期融

资业务。 

2、作为中小型企业能够较容易取得贷款，且手续相对信托等其他融资产品要简单资

金筹集费用低。 

3、质押融资项目到期时湖南金塑公司全部还款和质押融资项目到期时湖南金塑公司

全部还款俩种。 



答辩小组评分：     42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5.201702107103 赖以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赖以桢 学    号 201702107103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2. 监管文本有哪些？ 

3.要准备哪些巡检材料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主要针对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进行抵押融资监管现场的设

计，首先在第一部分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项目的相关方进行了介绍，在第二部分

介绍了该公司融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和担保品情况，并对业务监管操作流程和业务合

同进行了简要说明，最后在第三部分针对该项目进行了一个抵押融资监管现场的设

计。 

2.（1）《委托监管协议》  

（2）《抵押物清单》 

（3）《抵押物移交清单》. 

（4）《监管授权书》 

（5）抵押物权属证明、质量、保质期的证明材料 

 

3.监管员巡检时应带齐工作日志、质物数量和货值监控表，置换表、巡检表、标识

标签、监管牌，监管厂区示意图等材料。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6.201702107104 蒋忠富 毕业设计答辩记录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商学院 所学专业 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1701 

姓   名 蒋忠富 学    号 201702107104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融资监管项目模式该如何确定？ 

2.存货质押融资的风险要点有哪些？ 

3. 融资企业正常还款车辆监管解除程序 

学生回答记录 

1.（1）有限的追索，是设计融资监管模式的一个最基本原则。 

  （2）融资监管项目风险分担，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划分三方之间的风险比例。 

  （3）协调处理项目监管融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2.（1）监管企业一定要选好。一定要规定好质权生效以及质权设立的流程，要签好质押合同，

并且一定要按照规范的流程来操作，否则质权不生效，业务就白做。 

  （2）质物一定要有实际的占有，法律上叫做掌握留置权。 

  （3）监管企业或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好日常监管。 

  （4）一定要评估好融资企业的历史和未来销售计划。 

  （5）拥有质权不代表所有权，货物来源是否合法。 

3.融资到期，金旋风如期还款，随即解除车辆监管，并办理解除监管手续，金旋风向长沙枫林支

行提交《提货申请书》，进行全部质物解除监管。长沙枫林支行根据金旋风公司所归还款项金额，

向大唐物流下达全部解除监管指令。大唐物流依据长沙枫林支行的指令，向金旋风解除全部质

物。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7.201702107105刘阳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姓   名 刘阳 学    号 
20170210710

5 
指导教师 

吴春平 

 

毕业设计

题目 

东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该设计从什么角度说明了东盛公司的监管方案？ 

2.质押融资入库程序 

3.操作风险怎么控制 

 



学生回答记录 

1. 该设计从质权人，出质人，监管方三方的角度开展质押监管业务流程方案设计进行展开，从

入库，在库，出库三个过程中更加说明了监管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 

2.东盛公司收到西安银行签发的《质物入库仓单》，签章后交给监管组。 

红日物流收到东盛公司签章的《质物入库仓单》，传给监管方办公室。 

红日物流监管方办公室通知监管组建账、存档。 

红日物流收到东盛公司签章的《质物入库仓单》，签章回传给西安银行。 

红日物流监管员建账、存档。  

3.建立清晰的操作风险管理战略 

找准关键风险环节，健全内部制度，一线员工做好带头作用，及时深入的了解岗位工作人员生

活、工作情况 

培养员工的操作风险意识，加强网络监控系统 

红日物流公司内部应该改革考核方式方法，合理的确定任务指标，把风险及内部管理纳入考核

体系之中 

在监管方案中红日物流公司为该监管方案设置紧急预警的方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明确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是否充足，监管现场需要全天安排 1 人巡查监管，监管员至少要三人

轮班，特殊岗位应该合理安排人员监工 

 

答辩小组评分：     31     分（满分 50 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四、姚伟 

201702107120 郑文一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郑文一 学  号 201702107120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是什么方案 

2.该公司签订什么协议                       

3.方案融资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设计是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2.签订的是《静态质押三方监管协议》 

3.为解决湖南金杯电器有限公司融资资金缺口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18 刘姣婷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刘姣婷 学    号 
20170210711

8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的采用的是什么监管模式 

2.分别从哪些角度去进行撰写 

3.监管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动产监管逐笔控制（总量放货）模式 

2.相关方介绍及融资背景；监管模式的流程设计；现场监管的流程设计 

3.监管员要严格把控担保物出入库信息；仓库安保设施的完整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15 赵洁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赵洁 学    号 
20170210711

5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明达钢材有限公司槽钢监管现场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该设计是什么方案？ 

2. 该毕业设计从哪几个角度描写了担保品的监管流程？ 

3. 该设计中的担保品采用的是质押融资还是抵押融资？ 

 

学生回答记录 

4. 该设计是 Q345D 槽钢现场监管方案。 

5. 该设计从担保品入库，在库，解除监管这三个角度描写了担保品的监管流程。 

6. 该设计中的担保品采用的是质押融资。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16 蒋志豪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蒋志豪 学    号 
20170210711

6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用动态质押模式 

2、为什么选用电子元件作为质押物 

3、你是通过哪些渠道获取资料 

 

学生回答记录 

1、因为该公司是小型企业资金不多，动态质押可以用减少资金压力 

2、因为电子元件在市面上价格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发生大波动，可以减少风险 

3、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知网获取相关文献、平时上课的笔记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17 陈欣月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陈欣月 学    号 
20170210711

7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该设计是什么方案？ 

2 本设计分别从哪三个角度进行详细的设计分析？ 

3 本设计该公司签订的是什么协议呢？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设计是质押融资监管方案。 

2 本设计分别从入库阶段、在库阶段、解除监管三个角度进行详细的设计分析。 

3 该公司签订的是《静态质押三方监管协议》。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19 姜文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姜文 学    号 201702107119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俊宇有限公司冰箱质押押融资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毕业设计中的金额数值是否正确。 

2、毕业设计是否存在错别字，语句是否通顺。 

3、毕业设计主要内容、主要观点。 

 

学生回答记录 

1、数值是经过计算得出的，计算正确。 

2、经过指导老师和组内成员的共同查看，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毕业设计主要围绕湖南俊宇有限公司的冰箱来进行一个动态抵押的融资流程设

计方案。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01702107122 熊世繁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熊世繁 学    号 
20170210712

2 
指导教师 

姚伟 

 

毕业设计

题目 

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本设计的目标是什么？ 

2 怎样配备监管人员？ 

3 怎样控制质押物所有权风险？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是向华信银行申请融资，为解决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的问

题 

2、计划共配备五名人员，其中包括三名驻仓监管员，一名非驻仓的监管员，一名统

筹组长。 

驻仓监管人员将监管区域和仓库进行监管，监管人员按照三班作息时间安排人员轮

值，实行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管，当值监管员食宿均在仓库范围内进行。 

监管人员每天要统计好货物数据，包括每天的进出以及价格，统计每天的价格浮动，

最后进行汇总。用实际盘点的数据进行统计，执行作帐的程序。非驻仓的监管员将

进行轮换以确保工作的积极性。 

统筹组长将对整体情况进行统筹管理，对于未来工作计划执行合理的分配到个人，

处理银行和质押公司的交接，协调工作，负责整个监管工作。 

3、将共有财产进行质押是经过所有共有人的同意而进行的全额质押；以第三方的财

产进行质押时，须经过所有权人同意并办理法律手续而质押，从而质押关系有效，

并无侵权行为；在本次嵌入式高档电蒸炉的作为质押物的质押项目里面，所有的法

律手续都齐全，并且经过银行和圆通物流公司的评估，确认质押物的价值后进行的

质押融资，风险低。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五、袁方 

1 徐忠梁 201602107231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602班 

姓   名 徐忠梁 学    号 201602107231 指导教师 
袁方 

 

毕业设计

题目 
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食品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简要介绍你设计的方案。 

2 该项目监管项目的难点是什么？ 

3 监管方案对质押融资有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作品主要针对宏远物流有限公司对湖南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的猪肉脯的监管

项目进行设计。 

2 该项目监管项目的难点是对食品企业进行监管，食品是具有保质期的担保品，食

品的保质期是否与融资期限相互匹配。 

3 监管方案能有效保证质押融资的安全性，提高融资成功的概率，并合理降低融资

风险。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2 陈倩 20170210713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姓   名 陈倩 学    号 201702107138 指导教师 袁方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简要介绍你设计的方案。 

2 融资项目设计的目的。 

3 存货抵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作品主要针对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流程设计，对此次存货抵押

融资中所有参与方的介绍，重点在于出质人公司运营情况、资本状况和主营业务的

介绍；并说明该公司的资金状况，以及存在的融资需求；以及为诺森酒业进行存货抵

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2 融资项目设计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在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建立良好的融资项目沟通

渠道，规范融资过程中的操作细节，帮助融资企业合理规划融资成本。 

3 存货抵押融资项目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表现为如何合理的评估担保物的价值，担

保物的价值与融资金额是否匹配，以及如何在贷后管理中观察并管理担保物价值的

波动。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3 肖悦 201702107139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姓   名 肖悦 学    号 201702107139 指导教师 袁方 

毕业设计

题目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简要介绍你设计的方案。 

2 该融资项目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3 静态质押融资与动态质押融资的区别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作品主要针对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进行静态存货质押融资流程方案设计，介绍项目

参与方以及融资项目；并通过对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进行资金缺口分析，判断造成资

金缺口的环节，再根据存货情况对融资模式进行选择，以及介绍融资流程贷前、贷

中、贷后的管理，以及融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 

2 该融资项目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难点是如何合理的评估担保物的价值，担保物的价值

与融资金额是否匹配，以及如何在贷后管理中观察并管理担保物价值的波动。 

3 静态质押融资与动态质押融资的区别在于对融资担保物监管过程中，担保品是否

能够自由进出库。在静态融资中，担保物从融资开始到融资结束，如融资企业未进行

还款，担保物不得出库；在动态融资中，担保物可根据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融资协议的

相关规定进行进出库管理。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4 欧佳 20170210714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姓   名 欧佳 学    号 201702107140 指导教师 袁方 

毕业设计

题目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简要介绍你设计的方案。 

2 存货抵押融资项目的核心是什么？ 

3 为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选择存货抵押融资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作品是针对于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对电视机进行存货抵押融资流程设计，对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参与三方情况介绍，并对珞一电器的融资缺口以及融资模

式的判断进行分析，了解公司的存货及低押物情况，以及针对该项目选择了存货抵

押的融资模式，并说明整个存货抵押的融资流程。 

2 存货抵押融资项目的核心是有效控制担保存货的安全，包括货物数量、质量和价

格的安全。 

3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为家用电器行业，该行业具有公开市场，能够从市场中找

到反映担保物价格，并众多电商平台能够帮助其进行快速销售。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5 管花蕾 201702107144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 

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班 

姓   名 管花蕾 学    号 201702107144 指导教师 袁方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存货融资项目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 简要介绍你设计的方案。 

2 监管的目的是什么？ 

3 该现场监管方案的预期效果如何？ 

学生回答记录 

1 本作品是针对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红酒进行质押现场监管操作

过程的实行方案，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并对融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和监管模式进行

确定，并对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针对监管现场进行了第三方公司监管物入库，在库，

出库现场监管操作的具体实施及要求。 

2 监管的目的是为保障融资贷款的安全，并对担保物在融资期间进行专业化、合理

性管理，此外，还能够增加物流企业的营业收入。 

3 该现场监管方案的设计能够提高融资监管的管理效率和效果，规范现场管理，减

少监管员的重复劳动等。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组

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六、周密 

1. 201702107108 张峻岭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张峻岭 学    号 
20170210710

8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宁波红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请说明为什么选择动产监管逐笔控制总量放货模式？ 

2、为什么要进行监管现场巡查？请说明你设计的一级巡查制度。 

3、什么是动产质押融资？与抵押融资相比有何区别？ 



学生回答记录 

1、动产质押监管逐笔控制(总量放货)模式，是指在动产质押监管过程中，翔发物流

按照银行的指令，在银行规定的可放货价值内由红翎电器向物流公司申请，经批准

后，进行质物解押出库操作的业务模式,这种方式更加灵活，方便经营。 

2、为了贯彻落实现场安全责任制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杜绝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的发生，确保现场安全的状态。 

翔发物流的网上巡查每周至少要巡查一次，主要巡查内容包括对监管员的一个

在岗情况确认以及加班记录；同时对现场的标识是否齐全，文件设置情况是否规范，

还有硬件设施是否完好，并保证监管点的电脑等可以正常使用。 

3、动产质押融资业务，是指企业将动产存放在银行指定或认可的仓库作为质押物，

质押物在银行监控下流动，据此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融资方式。与抵押融资相比，质

押融资转移质物的占有，质押权人负责对质押物进行保管。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2. 201702107109 李小云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李小云 学    号 
20170210710

9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天海视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择动产质押总量控制模式？ 

2、在库存警戒阶段如何进行管理？ 

3、质押融资和抵押融资的区别？ 



学生回答记录 

1、作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经销企业，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库存占用大量资金，极

大影响了企业正常运作和扩大经营规模。由于电视机是天海视公司企业经营过程中

需要使用的存货，在最低库存货物的价值之上的货物，可以自由办理货物的出入库

手续，天海视公司可以自由换货，正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故选择动产质押融资模

式。 

2、货物的总价值在警戒线价值以下，最低控货线以上的。货物可以进行出库的处理，

湖南一力物流仓储公司要把需要出库的电视机的价值和数量告诉中国光大银行长沙

分行，银行要提醒天海视公司及时补充货物。如果天海视公司没有进行补货，中国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则通知天海视公司补充保证金。 

3、质押融资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或权利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

保的融资方式。抵押融资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对债权人以一定财产作为清偿债务担

保的融资方式，一般不转移担保财产的占有。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3. 201702107110 符超群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

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符超群 学    号 
20170210711

0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广东凤彩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 

2、什么是动产监管逐笔控制（逐笔放贷——置换）模式？ 

3、你是怎样设计现场一级巡查制度的？ 



学生回答记录 

1、首先我所学的专业是物流金融管理专业，对该领域熟悉学习的知识面广。然后电

视机作为担保物，它每台包装上都有品名、型号、价格，方便验收入库、在库的操

作。最后我选择这个类型的题目是因为它在操作流程上切合专业方向，能够较好的

反映大学所学知识和技能。 

2、动产监管逐笔控制（逐笔放贷——置换）模式是指在动产监管过程中，物流公司

按照银行的逐笔指令，对货物质押监管、置换和解除质押监管的业务模式。 

3、监管人员每日定时盘点货物，检查是否与前天数据一致，如果发现有异样查找原

因；一级巡查，部门组长每半个月一次巡查，对监管人的工作、监管物安全等一一

查看，如：查看每天盘点的记录、外来人员的登记、监管区办公室、监管场区示意

图的标签有损坏、掉落的情况、替换监管项目损坏的设备方便监管人员工作等。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4. 201702107111 彭楠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彭楠 学    号 201702107111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2、什么是有追索权明保理？ 

3、贷前流程设计中的尽职调查主要调查哪些内容？ 



学生回答记录 

1、随着商品交易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赊销规模不断扩大，应收账款的大量

增加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保理融资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

的重要手段。内容对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资金缺口情况及应收账款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选择具有可行性的保理融资模式，并

对保理融资贷款前、贷中和贷后具体流程进行设计。 

2、有追索权明保理是指保理商和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行为告知债务人，且保理商

不负责为债务人核定信用额度和提供坏账担保的义务，仅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其他

服务。无论应收账款因何种原因不能收回，保理商都有权向债权人索回已付融资款

项并拒付尚未收回的差额款项。 

3、主要对牧慈公司、夏达蚕丝贸易公司及相应的应收账款进行调查。重点调查牧慈

公司企业基本情况、信用状况、运营情况及财务分析；夏达蚕丝贸易公司的还款能

力、还款意愿及相应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合法有效性、可转让性和权利完全性，并

对应收账款信用风险进行分析。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5. 201702107112 许绽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许绽 学    号 201702107112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各个部分之间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2、本设计从哪几个方面进行监管现场设计的？其中，质押物仓库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 

3、什么是动产监管总量控制模式？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主要针对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质融资监管流程来设计的，由于市场的偏

差导致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现资金缺口。为了解决这一资金缺口，向中信银行

申请质押融资，由中通物流进行监管服务。 

2、本设计主要从监管现场设计、监管人员办公室设计、质押物仓库设计和监管工作

要求等方面对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进行设计。其中，

由于质押物为稳压管，应保持干燥通风，室内温度不得高于 50 摄氏度，并保持不爆

嗮不潮湿。所有质押物均采用纸箱包装，框架式一体摆放，限制堆压，每一排均做

好数量及品名的详细标签。 

3、动产监管逐笔控制（总量放贷）模式是指在动产监管过程中，物流公司按照银行

的逐笔指令，在可放贷的价值（数量）内，对货物解除质押监管的业务模式。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6. 201702107113 苏园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姓   名 苏园 学    号 201702107113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本设计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2、什么是池保理融资？ 

3、为什么选择池保理融资？ 



学生回答记录 

1、本设计主要针对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保理融资方案设计，首先在第一

部分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项目的相关方进行了介绍，在第二部分介绍了该公司保

理融资需求情况，并对资金缺口进行分析和融资模式进行了简要说明，最后在第三

部分针对该项目进行了一个保理融资流程设计。 

2、保理池融资不根据单笔发票金额及期限设定融资金额及期限，而基于卖方将其对

特定买方或所有买方的应收账款整体转让给保理商、且保理商受让的应收账款保持

稳定余额的情况下，以应收账款的回款为风险保障措施，根据稳定的应收账款余额，

向卖方提供一定比例的保理业务。 

3、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客户主要为社区医院、二甲医院和诊所以及下游的

医药经销商，有较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交易频繁、单笔交易金额较小，交易

关系稳定，满足池保理融资的条件。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7. 201702107114 曾爽 答辩记录表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物流金融管理 所在班级 

物流金融 1701

班 

姓   名 曾爽 学    号 201702107114  指导教师 
周密 

 

毕业设计

题目 

东莞市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质押融资和抵押融资有何区别？ 

2、在入库监管过程中，正达物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 

3、融资到期后，若喜临门家具无法如期偿还贷款，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学生回答记录 

1、抵押不转移对抵押物的占管形态，仍由抵押人负责抵押物的保管；质押改变了质

押物的占管形态，由质押权人负责对质押物进行保管。抵押一般指不动产，质押一

般指动产。 

2、需要深入了解喜临门家具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有其他负债、公司经营管理水

平、产品购销渠道、市场占有率等相关信息，初步评价企业的系统风险。正达物流

公司负责此次项目的经理或者监管经理对质押物是否满足易清点、易保管、易变现

的要求，认定喜临门家具的沙发是否可作为符合条件的质物；设计适合企业经营管

理、有效防控质物风险的监管方案，提交给东莞银行审核。 

3、可以将质押的沙发通过电商平台变卖或者拍卖等形式偿还银行本息。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 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