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课程割“韭菜” 小白求富梦一场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实习记者 王方圆

“优先入学的同学，优先分班，赠送年度最赚钱基金名单。 ”这边是某机构理财课“导师”在直播间催促粉丝报名参加售价为2380元的基金进阶课；那边是消费者的投诉：“交了7999元课费后，只上了一天课，微信群就被关了，所有承诺化成泡影。 上当受骗了！ ”

当前，“理财课”广告在直播平台、社交平台铺天盖地，常冠以“小白理财”“零基础也能学”等字样，吸引不少人参与其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充满正能量的财商教育竟沦为不法机构的摇钱树。 在直播过程中，夸大或虚假宣传、诱导贷款买课等行为频现。

三大营销手段

“这是近期最后一次基金课。 讲完之后，你就可以去实操了，赚8%至15%完全没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部分机构打着“教人赚钱”“实现财富自由”的幌子，在直播过程中频频鼓动观众购买价格高昂的“理财课”。

直播间里所谓“导师”有三大营销“利器”。

以理财成绩截图作为“诱饵”，鼓吹无风险赚钱：“手把手教你做行情分析，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 ”“教你零成本一年白捡几千元，无风险14%的绝对收益。 ”

以“贫富差距”诱导财富焦虑：“贫富差距已摆在面前。 什么都不做，你与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明天的课我会教大家如何抓住行情。 ”“穷人永远找借口，富人永远讲方法。 ”

限时营销。 这些“导师”通常宣称：“这期课程之后，学费会从5180元调到6180元……要么现在支付全款完成报名，要么先用定金占住名额，下课之后补齐尾款。 ”不过，十余天后，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上述“导师”提到的进阶理财课依然在售，且售价未变。

学员直呼上当

当前，大量理财课广告在社交平台、直播平台出现。

参与免费试听某理财课的小雪（化名）透露，她是在某直播平台上刷到免费理财课链接，之后助教将她拉入微信群。

小雪称，进群之后，需填写个人信息表，涉及个人收入、家庭人口、家庭资产状况等。 “我没填表格，因为涉及太多个人信息了。 ”小雪认为，这张表格有过度收集信息之嫌。 在直播课中，页面设计诱导使用者误点报名链接，一旦打开链接机构会频繁发送报名短信。

“课程提到一些金融工具，我不会全部去实操。 对我来说，权益类基金和股票风险太大。 ”小雪表示，理财课程性价比不高，最终放弃购买。

不过，仍有不少人购买了此类理财课程。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某消费者服务平台发现，以“理财课”为关键词的投诉逾百条，集中于“虚假宣传”“课程内容假大空”“诱导消费”“退款难”等问题。

有消费者认为开课机构不断“洗脑”，诱导学员交钱，三个小时的课程中有两个多小时在劝人买课，“甚至诱导用花呗和信用卡消费”。 还有人投诉，自己花了7999元交了学费，进入所谓“金卡进阶班”微信群后只上一天课，群就被关了。

财商教育路在何方

2020年以来，直播驶入“快车道”，财商教育表现抢眼。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一两年，含有“财商教育”字样的公司成立了100余家。 部分财商教育机构利润颇丰。 据一位财商教育机构高管透露，他所在的公司三年时间里年收入超10亿元，学员超4000万人。

在部分财商教育机构经营火爆之际，同步增长的是消费者投诉。 2020年11月，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官网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在京开展“培训贷”业务的风险提示》称，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包括外省市小额贷款公司或外省市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与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在北京开展“培训贷”业务，存在不当营销宣传、串通诱使学员借贷、预付费退款难度大、转移责任等风险隐患。

为保护公众合法权益，北京市金融监管局要求异地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在北京开展“培训贷”等放贷业务。 一经发现，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将采取相应措施。 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也应进一步规范“培训贷”业务，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文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是全民理财时代，催生各式各样的财商课程。 作为受众群体，一方面，不能轻信一些以理财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课程，或者轻易相信他人推荐的股票。 向他人非法荐股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罪名。 另一方面，在选择课程前，要对财商机构有一定了解。

“对于正规财商机构而言，要区别不同水平的投资者，强调投资有风险。 要避免在课程中表述绝对的话语，引发受众群体误会，导致损失。 ”郑文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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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冠疫苗接种进行时

1

月

10

日，在北京大学医院，医护人员记录接种人员进入观察区的时间。

当日，北京大学医院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正式启用。 据了解，该临时接种点承担着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工作人员等人员的接种

任务，预计接种

1700

余人次。 北京大学医院提前做好准备，在接种现场通过分时段、分区、限流、疏导等方式，避免接种人员扎堆聚集，保

障新冠疫苗接种顺利进行。

目前，北京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进行，预计将于

2021

年春节前对

9

类重点人群完成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恒泰艾普控制权争夺

陷入僵局

A06

举牌者急于“上位”，持股

量超过恒泰艾普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双方为此展

开激烈博弈，争夺控制权。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

－

2025年）》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据新华社1月10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印

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规划》提出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解决法治

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规划》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实现

法律规范科学完备统一， 执法司法公正高效

权威，权力运行受到有效制约监督，人民合法

权益得到充分尊重保障，法治信仰普遍确立，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全面建成。

规划共分为九个部分。 一是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

善治的法治中国。 二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三是建设完备的

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四是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深入推进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五是建设严密

的法治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立法、执法、司

法工作的监督。六是建设有力的法治保障体

系，筑牢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后盾。 七是建

设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定不移推进依规

治党。八是紧紧围绕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九

是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

规划明确，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加快完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急

需的法律法规。 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

的法律制度建设。 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立法，及

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 互联网金融、 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

齐短板。 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法

治保障。

养老金投资运营稳步推进 资本市场再迎活水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赵白执南

近期， 监管部门表态将推进加强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 专家预

计，截至2020年底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际到

账规模或在万亿元左右。 我国养老金入市仍有较

大空间，应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加快推进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运营。

到账资金规模近万亿元

中国证监会党委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时明确提出，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证监会通过深化资本

市场改革， 为养老基金等长线资金入市优化投资

环境，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保、保险、养老基金等中

长期资金入市， 推动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账户投

资公募基金政策落地。

此前，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撰文指出，

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

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 银保监会持续推进养老金融发展，着

力完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 围绕养老金融长期

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特征，采取多种措施，丰富和

优化银行业、保险业养老金融产品体系，积极推

动长期资金供给，契合资本市场稳健持续发展。

2020年12月，人社部发布关于调整年金基金

投资范围的通知， 对年金基金投资范围作出调

整，提高了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人社部社

会保险基金监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按现有年金

市场规模测算，本次权益比例上限的提高，理论

上将为资本市场带来3000亿元增量资金。

此外，人社部数据显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运营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已有

24个省份启动基金委托投资， 合同金额1.1万亿

元，到账9757亿元，其中21个省份启动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 专家称，按此粗略

估算，截至2020年底，到账规模应在万亿元左右。

“在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之前， 养老基金入

市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 ”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

登新说。

“十四五” 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人社部也明确提出， 下一

步，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将按照中央关于

“十四五”时期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的部署要求， 着力解决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继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 有序推动企业年金和职业

年金健康发展，规范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下转A02版）

理财课程割“韭菜” 小白求富梦一场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实习记者 王方圆

当前，“理财课” 广告在直播平台、社交

平台铺天盖地，常冠以“小白理财”“零基

础也能学” 等字样，吸引不少人参与其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充满正能量的财

商教育竟沦为不法机构的摇钱树。在直播过

程中，夸大或虚假宣传、诱导贷款买课等行

为频现。

三大营销手段

“这是近期最后一次基金课。 讲完之

后，你就可以去实操了，赚8%至15%完全没

问题。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部分机构

打着“教人赚钱”“实现财富自由” 的幌子，

在直播过程中频频鼓动观众购买价格高昂

的“理财课” 。

直播间里所谓“导师” 有三大营销“利

器” 。

以理财成绩截图作为“诱饵” ，鼓吹无

风险赚钱：“手把手教你做行情分析， 让你

知道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教你

零成本一年白捡几千元，无风险14%的绝对

收益。 ”

以“贫富差距” 诱导财富焦虑：“贫富

差距已摆在面前。 什么都不做，你与别人的

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明天的课我会教大家如

何抓住行情。 ”“穷人永远找借口，富人永远

讲方法。 ”

限时营销。 这些 “导师” 通常宣称：

“这期课程之后， 学费会从5180元调到

6180元……要么现在支付全款完成报名，

要么先用定金占住名额， 下课之后补齐尾

款。 ” 不过，十余天后，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上述“导师” 提到的进阶理财课依然在售，

且售价未变。

学员直呼上当

当前， 大量理财课广告在社交平台、直

播平台出现。

参与免费试听某理财课的小雪（化名）

透露，她是在某直播平台上刷到免费理财课

链接，之后助教将她拉入微信群。

小雪称，进群之后，需填写个人信息表，

涉及个人收入、家庭人口、家庭资产状况等。

“我没填表格，因为涉及太多个人信息了。 ”

小雪认为，这张表格有过度收集信息之嫌。在

直播课中， 页面设计诱导使用者误点报名链

接，一旦打开链接机构会频繁发送报名短信。

“课程提到一些金融工具，我不会全部

去实操。 对我来说，权益类基金和股票风险

太大。 ” 小雪表示，理财课程性价比不高，最

终放弃购买。

不过， 仍有不少人购买了此类理财课

程。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某消费者服务平台

发现，以“理财课” 为关键词的投诉逾百条，

集中于 “虚假宣传”“课程内容假大空”

“诱导消费”“退款难” 等问题。

有消费者认为开课机构不断 “洗脑” ，

诱导学员交钱，三个小时的课程中有两个多

小时在劝人买课，“甚至诱导用花呗和信用

卡消费” 。 还有人投诉，自己花了7999元交

了学费，进入所谓“金卡进阶班” 微信群后

只上一天课，群就被关了。

财商教育路在何方

2020年以来，直播驶入“快车道” ，财

商教育表现抢眼。 天眼查信息显示，近一两

年，含有“财商教育” 字样的公司成立了

100余家。 部分财商教育机构利润颇丰。 据

一位财商教育机构高管透露， 他所在的公

司三年时间里年收入超10亿元， 学员超

4000万人。

在部分财商教育机构经营火爆之际，同

步增长的是消费者投诉。 2020年11月，北京

市金融监管局官网发布的 《关于小额贷款

公司在京开展“培训贷” 业务的风险提示》

称，（下转A02版）

“优先入学的同学，优先

分班， 赠送年度最赚钱基金名

单。” 这边是某机构理财课“导

师” 在直播间催促粉丝报名参

加售价为2380元的基金进阶

课；那边是消费者的投诉：“交

了7999元课费后，只上了一天

课，微信群就被关了，所有承诺

化成泡影。 上当受骗了！ ”

A02

第十二届中国私募金牛奖

评选启动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国信证券独家冠名

的国信证券杯·第十二届中国私募金牛奖评

选

1

月

11

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