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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课”变“劫财课”
财商教育该如何套上“紧箍咒”？

近期，一位“90 后”向记者吐槽
自己成了 “韭零后”：“我爸爸已经被
线上的理财训练营洗脑了，交了几千
块钱学费，每天要求我也要买训练营
推荐的基金，最近平台还手把手教他
们进行股票账户开户，其实就是变相
引流给合作的券商。 ”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理财教育课
程的相关骗局和投诉层出不穷。记者
调查发现，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和相关
监管，财商教育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
乱象颇多， 除了平台卷钱跑路外，还
涉及夸大宣传、诱导分期贷款买课甚
至“挂羊头卖狗肉”引导“投资小白”
开设证券账户投资股票、基金等金融
产品，亟须整治规范。

0 元理财课还是“劫财课”？

“0 元理财训练营， 名额有限”
“改变从现在开始， 每天 15 分钟，0
元 10 天理财课，告别死工资”……看
到这样的广告语，你心动了吗？ 类似
的在线理财训练营目前空前火热，各
种各样的广告推送在互联网上铺天
盖地。

单看这些广告语，给人感觉“只
要花一点钱和时间进行财商学习，就
能实现财务自由”，现实却是不少“投
资小白”被当成韭菜“狠狠收割”。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
和理财课有关的投诉有 600 多条 ，
“聚投诉 ” 平台上类似的投诉也有
100 多条。 除了平台卷钱跑路的投诉
外，记者看到，还有不少投诉与虚假
宣传、诱导缴费、退费困难有关。

在相关投诉中，财商教育机构先
是用免费或低价的理财培训广告导
流获客 ，一旦 “小白用户 ”扫码进群
后，一系列诱导掏钱付费的套路就开
始上演了。不少“投资小白”稀里糊涂
地就交了动辄近万元的培训费。

财商教育机构有多火爆？企查查
数据显示，目前和理财教育、财商教
育相关的存续公司超 1 万家 ，2018
年以来新增的理财教育公司注册量
就超过 4200 家。

“为什么你富不起来？ ”，财
商课成“洗脑课”

当前，在抖音和微信公众号中存

在着大量类似理财训练营的推荐内
容。 记者随机体验了几个平台后发
现，低价或免费的理财训练营只是相
关平台的导流获客方式。有的平台授
课的真正目的是更进一步的“投资诱
导”。更触目惊心的是，部分机构课程
培训内容错漏百出， 违背投资常识，
比如向“投资小白”反复灌输买股票
才是普通人追求高收益的最佳工具
等。

“宝珍老师教你变富的秘密，赶
紧进入教室！ ”点击一家名为启牛商
学院的免费报名链接后，记者被拉入
一个 100 多人的学习群，学习方式是
9 天视频直播课，每晚 1 个多小时。

第一天的直播课主题是 “揭开
真相：为什么你一直富不起来？ ”有
的学员直呼主题“确实很扎心”。 第
二天中午“老师”就在群里开始实操
课，“教你一招，提高余额宝收益”的
方法居然是让人更换货币基金产
品， 虽然没有明说更换到哪家的产
品，但“老师”分享的步骤和截图中，
更换到的产品是 “华泰柏瑞货币
A”。 群里学员们立马齐刷刷回复 ：

“已更换完成”。到了第三天，“老师”
直接向学员洗脑，表示买股票、基金
才是长期投资首选， 进而以交易费
率优惠等诱饵推荐在 “中信建投证
券”开户。

一位财商教育机构的高层告诉
记者：“免费或者低价的小白训练营
只是一个获客渠道，对于机构来说投
放引流广告的获客成本每单约为
180 元，因此后续的客户转化，除了
售课外，还会有推荐股票开户、引导
购买基金产品、保险产品等进行二次
变现。 ”

记者亲身体验发现，为了提高转
化率， 这些平台的营销手段套路颇
多，老年人和一些“投资小白”确实很
容易落入圈套。 例如，用“限时优惠”
“限时福利”等饥饿营销方式诱导“投
资小白”交费续课。

需对财商教育“严加管教”

专家表示，理财教育机构火热背
后有大众理财需求激增的客观驱动，
但在发展过程中种种乱象需引起市
场监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警惕。

消费者渴求获得理财知识的同时，也
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套路”。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秦裕
斌表示，当前很多财商教育培训班实
际是打着金融投资教育的名号，做着
投资顾问机构的工作，甚至干起了非
法荐股、非法炒汇、非法经营期货的
勾当。

“如果平台提供金融产品导流推
荐等服务， 需要获得相应的资质，否
则就是非法运营。 ”北京云嘉律师事
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此外，在课程
销售上，一些理财教育平台还涉嫌违
反广告法的规定，夸大事实或者是虚
构事实。

秦裕斌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和教
育部门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厘清财
商教育的营业范围，将在线财商教育
纳入监管，明确财商教育的课程内容
制定、师资信息公示、教学行为规范、
投诉举报机制等，促进行业有序健康
发展。

（据新华社）

《安徽日报农村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0.5） 100000

半版（24×16.5） 40000

通栏（24×8） 20000

栏花广告 150元/cm2

二至十五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3×34） 25000（彩）
20000（套红）

半版（23×16.5） 15000（彩）
12000（套红）

通栏（23×8） 8000（彩）
6000（套红）

栏花广告 50元/cm2(彩)
30元/cm2(套红)

封底（彩色）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3.5） 40000

半版（24×16.5） 20000

通栏（24×8） 10000

整条 3.5×36 1200

2021年
广告价格表

头版（彩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周刊报眼

中缝

规格

（宽×高）cm

10×3.5

价格

（元）

2000

广告热线：0551-

65179786

长丰行做老年人的“贴心银行”
近日，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知 》，长
丰农商银行积极落实银保监会的
各项业务要求，通过多种举措满足
老年人金融服务，提升老年群体的
满意度。

一是保留纸质业务凭证。 智能
化的提升， 现在产品种类众多，纸
质凭证减少，但老年人在使用银行
卡等产品时，无法浏览银行卡内的
内容、明细，给老年人带来了不少
的困难， 在提升便捷服务的同时，
该行尊重老年人的使用习惯，按照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发放纸质存单
和存折。

二是教老年人用好手机银行、

微信银行。 为了帮助有需要的老年
客户使用手机银行，大堂经理每天
都会在营业厅指导老年人如何操
作手机银行， 教会客户如何转账、
如何及时查询账户余额，帮助老年
客户了解金融产品、加强自身权益
保护。

三是增设老年客户专柜。 该行
作为养老金、 退休金等补贴代发行
之一，老年客户较多，每年节假日返
乡办理业务的老年客户更多， 为了
方便老年人领取养老金、 退休金等
补贴，该行设置专门补贴窗口，年关
会增设窗口， 减少老年客户等待时
间。

四是完善软硬件设施。 为了更
加方便老年客户办理业务， 该行各

营业厅内配置老年人爱心座椅、饮
水机、复印机、放大镜、老花镜、报刊
等设施。 此外，营业厅内配置电视，
循环播放各类产品、 防诈骗等宣传
视频。

五是金融宣传服务活动进村、
进社区。 每年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去各个乡镇、社区宣传防诈骗、
反假币等知识， 提高老年人金融风
险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

六是提供上门服务。 针对一些
特殊的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如残障、
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等， 做好风险
防范的条件下，特事特办上门服务，
提供便捷、人性化服务，以客户为中
心，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服务。

庞星星

蒙城行念好业务发展“三字经”
近年来，面对当前新常态下经

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
蒙城农商银行扎实做好统筹部署，
精准开展动员对接，精心谋划分类
营销、外拓宣传和综合服务 ，念好
“所”“抓”“提”三字经，全力推动信
贷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 截至 3 月
末，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142.81 亿
元， 较年初增长 11.05 亿元， 增幅
8.39%，增量排名全系统第 9 位，增
幅位居亳州辖区第一位。

精准营销“锁”重点。 一是创新
优化服务提质效。 以省联社线上产
品“金农信 e 贷、商 e 贷、企 e 贷”为
抓手，以“回乡贷”“拥军贷”“农家
乐”等线下产品为补充 ，自上而下
建立分层营销模式 ，充分发挥 “人
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持续加
大对所服务片区的网格化、地毯式
摸排走访，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开展
业务拓展。 二是以网格化营销为抓
手，根据区域划分将全县所有客户
资源分配至所在地客户经理，同时
选派 24 名金融辅导员为驻村 （社
区、小区）联络员，准确把握每户 、
每人金融需求。 对辖区内优质企事
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社区三长（片
长、组长、邻长）等重点群体开展大
走访活动。 累计走访新客户 1250
余户，累计为全辖 705 名“三长”授
信 1.95 亿元。 三是分类施策，持续

加大对全行 141 名客户经理业务素
质再提升培训， 实现客户经理队伍
结构再优化、素质再提升，巩固提高
综合营销服务意识和外拓能力，以
党员先锋队为尖兵队伍，通过“亮身
份、晒业绩、作表率”，在全行掀起外
拓营销“比、学、赶、帮、超”活动热
潮。

创新渠道“抓”营销。 一是以整
村授信为契机。积极对接全辖 17 个
乡镇、街道和 290 个行政村（社区），
充分借助其人脉广、 资源丰、 地域
熟、信息活等优势，积极为村委班子
授信“金农·农 e 贷”产品，通过其进
行推荐营销，拓宽客户渠道，自上线
5 个月以来，累计授信金农·农 e 贷
1799 户，金额 4.13 亿元。 二是打通
外出务工人员金融服务“盲区”。 密
切对接县域重点乡镇外出务工人员
金融服务需求， 获取外出务工创业
人员联系方式， 建立外出务工创业
人员经济档案，并定期、不定期通过
电话联系或上门拜访， 并进行跟踪
服务， 及时解决外出务工创业人员
金融需求。 累计走访对接在外务工
创业商会 12 个，线上、线下联系对
接外出务工人员 826 人， 解决融资
需求 6500 余万元。三是对前期开展
整村授信及网格化营销的行政村及
社区开展“再回访”。 收集整理清单
明细，确保每个片区有专人管理、每

名客户有专人维护，全面推进“户户
有对接，家家有回访”。截至目前，该
行已对辖内岳坊镇、庄周街道 24 个
行政村开展整村授信， 开展等级评
定 32154 户， 授信 1414 户、 金额
9383 万元。

深化改革“提”效率。 该行积极
顺应市场导向，加强工作创新，以业
务经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 通过流
程再优化、制度再完善，持续提升信
贷服务质效。一是在符合监管要求、
风险可控的基础上， 将支行审批权
限扩大至 30 万元，对各类贷款规定
限时办结时间，提高办贷效率。二是
优化绩效薪酬考核体系。 将客户经
理纳入总行统一考核， 实行外拓营
销与客户经理等级评定相结合，推
行“薪酬向业务前台倾斜、向一线员
工倾斜”的绩效考核政策，按照基本
薪酬保吃饭、岗位薪酬比才干、绩效
薪酬看贡献的原则， 制定动态考核
办法，将绩效考核与业务发展导向、
风险防控重点、 优质文明服务等相
挂钩，不断完善绩效薪酬考核系统，
引导客户经理准确测算个人营销业
绩，凭业绩挣工资，上不封顶，下不
保底， 充分调动提升客户经理外拓
营销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能力， 全行
共评定一级客户经理 29 名、二级客
户经理 75 名、三级客户经理 33 名。

吴宏伟

小偷盗走银行卡
银行上门来补办

“只知道银行可以上门激活社保
卡，原来还可以上门办理挂失补办业
务！我母亲已经 80 多岁了，把人背到
银行去办理业务， 折腾一趟太受罪
了，不忍心呐！ 幸亏桐城农商行上门
为我们服务，周到又贴心，真不愧是
‘家银行’！ ”近日，钱先生感激地对
桐城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说道，质朴的
话语中流露出对桐城农商银行深深
的感激与信任。

4 月 9 日，家住桐城市龙眠街道
办事处王墩村钱先生急匆匆地来到
桐城农商银行商城支行，向该网点的
工作人员请求上门办理挂失补办业
务。原来，钱先生的老母亲已经 80 多
岁了，身患中风不能自理，家中刚刚

遭遇小偷偷窃，老人的存折及银行卡
被偷走了。 该客户担心老人的财产
安全想尽快挂失补办。

钱先生常与银行打交道，也知道
挂失补发等业务是需要本人携带身
份证前往柜台办理，而老人的身体状
况无法前往柜台办理，钱先生便试着
前往该行寻求帮助。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行立即沟
通授权中心， 开通绿色授权审批通
道， 安排两名员工立即前往老人住
处，在核实客户的真实意愿、确认业
务的真实性后，录像留证，协助钱先
生完善相关手续，提取了现金，及时
为客户解了燃眉之急。

周敏敏 黄佳敏

理财陷阱

4 月 8 日， 含山农
商银行开展反恐宣传教

育活动， 在营业网点设
立了宣传台， 安排人员
向群众散发宣传资料并

进行讲解。
司学萍 摄

4 月 10 日，霍邱农
商银行以第七十二期

“合规大讲堂”形式开展
党务知识培训 ，150 余
人参加了培训。

赵泽 摄

4 月 10 日，肥西农
商银行组织总行党委班

子成员、 各党支负责人
等 40 余人赴金寨县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

教育活动。
李旭东 戈根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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