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聚焦
2022年5月28日 星期六 策划：韩启 责编：郝一萍 美编：孟宪东

36岁的上班族陈飞此前不曾有过财富
焦虑。直到去年2月，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到了一句财商课的广告语——“理财课是
人生的必修课，普通上班族也可以实现财务
自由”，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内心，激发了其对
财富的不安感。“以前没想过自己还能实现财
务自由，这个课给我了一个希望，12节课12

元也不贵，就尝试一下。”
开课后的几天，是陈飞感觉距离财富最

近的时候。“老师说钱会缩水，如果不理财，现
在辛苦攒下的钱以后会贬值，老了也没钱
花。上了‘小白课’后，我很焦虑，有一种人生
无望的感觉，觉得理财是我唯一的出路。”

在财商课的微信群里，学员理财赚钱的

截图部分被打上了马赛克，但诱人的收益率
却清晰可见。陈飞认定，想要实现财富升级，
就必须学。“我一个月工资9000多元，除去房
贷和生活开销，剩不了多少钱。但老师说，钱
多钱少不重要，有了思维就能钱生钱。”于是，
陈飞瞒着家里人用信用卡刷了6998元买了
升级课程。陈飞以前对理财一窍不通，但刚

买课后的他却很欣喜：“上了课，我觉得马上
能赚到钱了。老师承诺拿到毕业证后，如果
对效果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

开课后，陈飞开始了每周一节录播课、一
节直播课的学习。“刚开始还行，但后面越来
越听不懂，课上讲的都是理论知识，实操也用
不上。跟他们之前宣称的‘学了就能用上，可
以钱生钱’完全不同。”当发现课程实操性不
强，陈飞提出退款申请。“他们说我没有通过
考核，没拿到毕业证，退不了钱。现在回想起
来，财商课老师打一开始就在诱导消费，之前
承诺的学完就能理财、能赚钱，其实也只是画
了一张‘大饼’。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经过专项整治后，很多财商教育机构引流难度加大，
业务量锐减，员工数量大幅萎缩。曾在一家财商教育机
构工作的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之前有几千名员工，现在
只剩下500多人。学员少了，就用不了这么多老师。以
前一个老师能对接500人至600人，现在也就100多人。”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财商教育相关企
业现存近6000家。近些年，财商教育相关企业新增注册
量呈下降趋势：2019年，新增注册量创历年新高至1800
余家，同比增长32%左右；2020年新增800余家，同比降
幅超过55%；2021年新增150余家，同比降幅超过81%。
“现在，只要有公司开发出来好的课程产品，各家就

蜂拥而上直接抄袭。那些抄得快、项目上线快的团队会
被公司公开表扬，大家都鼓励这种风气。”刘洪曾是一家
财商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越来越乱”是他对这个行业目
前最大的感受。
“这帮人多是抱着‘赚快钱’的心态入局的。”刘洪透

露，前些年财商教育机构对提升人们的投资理财能力有
正向推动作用，客群也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现在，
客群流量已经被各大机构挖掘殆尽。不少财商教育机构
开始寻求转型，比如改名理财教育、金融思维等，并逐步
下沉到三四线城市。

网络财商课的学员带着提升理财技能的需求入场，
但也常常陷入纠纷“旋涡”。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财商
课，消费者该如何规避陷阱？又该如何维权？对此，记者
采访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

现在很多老年人上财商课，但他们有的对理财并不

了解，产生了不少投诉问题。您对这一群体的理财有何

建议？

肖飒：首先，由于社会处于飞速发展之中，一部分老
年人对现在新兴的理财方式缺乏认知，这部分群体会认
为自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那些宣称能够提
升理财技能的财商课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很多
老年人报名财商课的重要原因。

其次，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不能参与理财，而是
要有选择性地参与理财。对他们来说，有些银行提供的
相对比较稳健的理财方式更加适合。当然，老年人去选
择理财产品时也可以多听取年轻亲属的意见。

您此前接触过老年学员的财商课维权案例吗？

肖飒：确实有过相关案例。之前有位刘大爷因为
理财课进行过维权。据刘大爷说，这些课一开始都宣
称“0元学”，可学了几堂课后，老师就开始卖课。最后
在老师的劝说下，刘大爷买了6880元的基金课程。但
这些所谓的基金课程不是讲解基金知识，而是大体讲
一下当天的盘面，根本不涉及实质内容。刘大爷不敢
买这些基金，听了两天就想退课，可是，机构找各种理
由不给退费。

其实在一些投诉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消费者反映
部分理财培训机构、“商学院”等打着免费的旗号吸引用
户，但中途收取高额费用。此外，还有老师资质造假、课
程内容网上都能查到、客服联系不上等问题。

若遭遇网络财商课纠纷问题，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肖飒：消费者可以向相关平台举报。现在有很多举
报平台能够受理网络纠纷，及时举报是维护自身权利的
有效手段。面对一些恶意诈骗的行为，消费者应立刻报
警，选择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人们在维权时一定要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包括但
不限于通话录音、机构发送的相关宣传小册子、朋友圈截
图、转账交易记录等。这样即便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也
能够通过这些证据来维权。

财富焦虑，是采访中财商课的学员对我们

表达出近乎一致的情绪。可能是现在大家都担

心收入结构单一，没有除了工资之外的第二收

入就很慌，这是人们报财商课的原因之一。对

机构来说，这样的焦虑成就了他们的生意。

财商课是知识付费领域中的特殊品类，对

提升财商意识和理财思维有一定作用。但当财

商教育机构游说不具备投资能力的老年人入

场、催促资金紧张的学员靠信用卡透支来支付

学费时，这件事情就变味儿了。

理财投资是有门槛的，这也意味着理财能

力很难通过“速成班”得到大幅提升。采访中，

我们对几位从业者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学习

几个月就能实现财务自由，那直播间里的老师

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做呢？”他们支支吾吾也没

说清楚。

“钱是赚不完的，但能很快赔完。”这是一位

受访学员在采访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

对此印象深刻。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对象做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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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秘籍还是敛财神器？

“卸妆”网络财商课
为钱忧，为财忙。投资本就伴随着各种风险：行业周期、持股仓位、市场波动……现在，又多了一个——网络财商课。踩在

财富焦虑的“沃土”上，这一边，短视频亮出一份份耀眼的业绩单和一个个可以吊起贪欲的财富故事；那一边，身处其中的人看到
的却是虚幻的泡沫。卸下过度美颜的浓妆，一位从业者直言：“你装饰了他的报表，他粉饰了你的财富梦。”

刷信用卡买课

“画张大饼”安放从无到有的焦虑

理想VS现实

学员

一个多月前，李华还是一家财商教育机
构的升级实践课班主任。他是2021年1月入
职的，在经过几天的培训之后就开始带班。
他最多的时候同时带了十几个班，一个班90
至120人，学员数量上千。

李华曾就职机构的老师主要分为两

种：“小白课”的老师和实践课的班主任。
李华告诉记者：“‘小白课’老师没什么学
历，就是做营销。班主任也不是学员认为
的投资专家，只要有点金融基础的人就能
进来，培训几天就教课了。”

作为实践课班主任，李华最直接的感受

是学员构成的变化。据他说，刚开始学员不
管是在学习能力、接受程度还是实操方面整
体素质都很高。但后来随着流量下沉，班级
里开始出现了老年学员、低收入者甚至是负
债学员，一些完全不具备投资学习能力和理
性投资心态的人也都来了。“老师们的月薪看

级别，从8000元到1.5万元的都有，收入高动
力就大，所以他们‘攻单’挺猛的。”李华说。

据了解，一套财商课程的开发成本并不
高。李华曾多次被征集去编写教材，其中大
部分内容是从《穷爸爸富爸爸》《战胜华尔街》
《滚雪球》等各种书籍中摘抄的。这些编写后
的教材经过公司教研部门审核过后便投入使
用。李华说：“我们有个‘文字班’，就是把一
些书里摘抄的内容复制粘贴到群里，这就算
是上课了。我曾写过一篇几千字的材料，公
司给了我1500元。有时候，你看到的‘投资
专家’，投资理财的能力可能还不如你。”

教材全靠复制粘贴

你以为的“专家”可能还不如你
前员工

行业情况

流量萎缩

机构客群市场下沉

律师支招

老年人频频“踩雷”

如何避开那些“坑”？

记者手记

你的焦虑

成了别人的生意

“零基础快速实现财富积累”“用1分钟
提升收益13倍”“躺着睡觉也能赚钱”……目
前，不少财商教育机构打出了这样极具诱惑
力的广告语。他们通过免费或低价的财商课
引流、一步步营销，推荐学员购买几千元甚至
上万元的升级课程。由此引发的诸多纠纷及
维权问题引人关注。

收益截图造假

固定话术围猎“小白”

最近每天中午和晚上，小宏都会给肖静
打来微信语音电话。在此之前，她会按照惯
例先发来一些文字，比如：“机会转瞬即逝，您
错过可就真的没有了”“张哥，只买了6万元，
就有1.7万元的收益”“王哥的一半学费也是
通过信用卡支付的”……随后，小宏会把客户
的收益截图发过来。

大概两周前，肖静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
个宣称“快速实现财务自由，普通人也可以做
到”的财商课广告，于是花了0.99元买了5天
的“小白课”。“小白课”是学员进入财商课学
习的第一步。

课程的前几天，小宏给肖静发来一些文
字资料和视频课程。还没有等到5天课程结
束，小宏就迫不及待地向肖静推销上万元的
升级课程，并开始了她的“攻单”之旅。“攻单”

是这个圈子的行话，意思是对低价引流进来
的“小白课”学员进行“提纯”。营销人员（圈
内也称老师）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以固有
的营销模板，比如用大幅度优惠诱导，辅以学
员赚钱案例等手段让学员续费上下一阶段的
升级课程。两个月前还在某头部财商教育机
构就职的王军告诉记者，老师们上岗前都有
话术培训。他所在的机构有好几本话术培训
笔记，里面涵盖了学员会问到或遇到的各种
问题的标准回复模板。
“看群里的收益截图，有人3天就把学费

赚回来了，有人一个月买股票赚了18万元，
我觉得上这个课就能暴富。”正在一家机构上
财商课的学员小园说。而针对这些收益截
图，一位圈内人士透露，有的高收益截图是编
辑器做出来的。“大多数（收益截图）不是真
的，有可能是老师们P的。”

在该圈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在某网络
购物平台上看到，不少商家都提供“P图”
“改字”“数字截图”等服务。多位商家表示，
根据样图生成投资收益截图，图中的持有金
额、今日收益、预估总收益、持仓收益率等数
字均可更改。“收益截图里的数据都可以改，
股票仓单也能改，只要是带数字的图片都能
改。我们改过的图片真实度很高，每张 8

元，量大优惠。”一位店家给记者
展示了此前用技术手段改过的
资产和收益截图。

转化率降至3%至5%

有的班老年学员占一半

从几家财商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来看，
同质化现象明显。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大同
小异，大多分为“小白课”、升级课、实操课等，
教材课件一般为投资入门读物。“这些机构的
路子都差不多，先砸钱投广告，引流进来后做
一波儿营销，收割续费进入高阶课程的学
员。”王军告诉记者，群里有机构内部的氛围
号，充当托儿。在他曾就职的机构，老师们每
次转化一个升级课学员能提成7%左右。

华北地区一位财商教育机构的从业者告
诉记者，2021年初，学员的转化率还是挺高
的。当时赶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
风口，很多人在家学习热情高涨。有的机构那
时的转化率能达到30%至40%，低的时候也有
10%左右。

去年8月，国家网信办启动了专项整治
活动，明确打击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
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借以推销
所谓“财商课”、各类保险产品等违规问题。
自此，短视频平台导流效果断崖式下降，从
“小白课”到升级课学员的转化率降到了3%
至5%。机构为了吸引新的学员，开始转向下
沉客户，很多没有任何理财和金融知识的老
年人、负债者等“懵懂”入场。

“如果你没钱，老师会推荐你刷
信用卡。”前述财商教育机构从业者
向记者透露了这一信息。肖静也有
遇到这种情况。此前，肖静在和小
宏的沟通中多次表示学费太贵，资
金压力大。小宏直言：“刷信用卡

吧，很多学员都是这样的。”
王军告诉记者：“我之前所带的那些班，每

个班里都有负债的学员，也有不少老人。我曾
带过年纪最大的学员有70多岁，有的班老年学
员占到一半。老年人申请退费的很多，他们有
的连拼音都不会，也听不懂课程。”

“擦边”荐股

设置“低退费奖”挽救退课率

“要不是海天味业和双汇发展，那些学员
也不会被套得那么惨。”王军说他所在的机
构，大部分学员都被套在了这两只股票里，因
为课程老师说这两个是好公司，但忽略了估
值水平。

按照规定，只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资格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才可以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财商教育机构是没
有投顾资格的，不具备提供理财或股票投资
建议的资质。但据了解，部分机构的老师会
暗示荐股。王军表示：“别说私下了，有的老
师在直播课里就会以案例的形式提到哪只股

票在哪个价格可以入手。该机构有‘18步分
析法’来判定这个公司是不是个好公司。一
旦课程提到了，就会有大把的学员跟着买
入。我有个最惨的学员1200万元的本金亏
了500万元，亏了几十万元的也不少。按理
说，财商教育机构是没有资质和能力去评判
任何公司好与坏的。”

记者注意到，目前消费者对财商课的投
诉不在少数。截至目前，黑猫投诉平台有关
财商课程的投诉量超过5000单。消费者投
诉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商家通过低价课程引
流、承诺实现财务自由等方式不断洗脑，诱导
用户缴费甚至贷款；实际课程质量差、价值
低；涉嫌虚假宣传；用户申请退款维权难等方
面。“申请退费的学员太多了，公司对老师们
设置了‘低退费奖’，只要你的班零投诉、零退
费，就能拿到额外的奖金。”王军说。

事实上，理财规划需要考虑客户的年龄
阶段。一般来说，在20岁至30岁阶段，应以
培养储蓄习惯为主，资金多用于银行理财、货
币基金等风险较低的投资；30岁至50岁期
间，一般从子女教育、健康医疗、退休养老等
方面来做理财规划，其中股票等风险性资产
一般不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50岁以
上，理财的目的主要是支持子女的家庭、事业
和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应以稳健投资为
主。肖静在财商课学习中发现，有的机构老
师推荐的投资方式因人而异，但大多数机构
则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所有学员用的是同
一套教程，老师给出的也是雷同且激进的理
财建议。

对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肖飒认为，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财商课，识别
和防止被骗的第一步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理财
观念。很多人对一些新颖的理财方式缺乏认
知，容易受到课程的误导，这时就要用正确的
理财观念来规避风险。其次，还要从正规渠
道查询这些网络财商课的运营主体，看它们
是不是正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