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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至凤网金服俱乐部现场购买理财产品，就有大米等好礼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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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预期收益率非实际收益率，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今日女报凤网金服微信课堂上线

8 月 14 日 15 时 30 分“理财君”开讲啦
不仅有理财师现场答疑 还可以抢红包得礼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叮铃铃！”今日女报凤网

金服理财微信课堂来了。记住啊！

8月14日下午 3 时 30 分，搬好

小板凳，准备小本本；专业理财

师“手把手”教你怎么投资，讲

的都是干货哟！悄悄告诉你，还

有慷慨的群主发红包哦。来凤网

金服理财俱乐部现场实名注册

成为会员更有礼品相送 !

最近，凤网金服理财君这边

忙着发售靠谱又非常受投资者欢

迎的理财产品，那边又忙着给线

下线上前来咨询的各位会员解答

疑惑，分发礼品……每当看到会

员申购到心仪的理财产品，拿着

礼品离开，理财君就幸福感爆棚。

回头一合计，那理财君就马不停

歇，干脆开通微信课堂，让理财

师好好给大家讲讲怎么理财，有

哪些理财产品可以选择，什么是

政信类理财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微信

课堂是公益讲座，不仅不收费，

还发红包呢，到俱乐部现场注册

会员更有惊喜礼品哟！本次理财

师主讲时间约为 20 分钟，其余

时间回答问题。如果上课期间恰

巧有事没能收听，别急，只要没

有退出群聊，便可反复收听。

咋报名？扫右边二维码——

添加“凤网金服”——由“凤网

金服官方客服”加您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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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快速应对
四川九寨沟地震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王志平）开辟绿色通道，无保单可直接申

请理赔……8月9日，在四川九寨沟发生

地震后，泰康人寿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

件理赔应急响应，陈东升董事长高度重

视，总公司成立运营中心业务管理部牵

头、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应急领导小组，

分公司成立总经理为组长、运营分管总

为副组长的应急处置小组，第一时间安

排部署应急工作，提供 95522 救灾语音

专属通道、理赔绿色通道、无保单可直

接申请理赔等服务。

新华保险：连续 6 年
位列《财富》中国 500 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
讯员 吴文捷）近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

新的《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新华

保险名列第 46 位，自2012 年来连续第

6 次登榜。

近年来，新华保险全面回归保险本

原，深入推进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保

费、产品、年期、费用和利润五大结构，

各项指标持续提升，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7 年上半年，新华保险共实现保费收

入 612.39 亿元，其中 6月单月原保险保

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10.85 亿元，环比大

幅提升 71%。根据“十三五”规划，新

华保险将于 2017 年基本完成转型任务，

从 2018 年开始进入发展期，形成新的发

展态势。

此前，公司分别登上 2017 年“《财富》

世界500 强排行榜”第 497 位和 2017 年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第

369 位，连续两年蝉联双料世界500 强。

太平人寿：为客户检测
“肠道基因”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
讯员 周航）近日，太平人寿长沙中支运营

服务部在总公司健康关爱季活动的引领

下，举办了首场高端客户肠道基因检测体

验会。共有 20 余名高端客户应邀参加了

此次活动。活动现场邀请了基因检测专

家详细讲解肠道健康，并为客户提供了

专业的基因检测工具。待客户检测完毕

后，将为客户提供后续全方位的健康解

读和后续干预。

草根变精英，只需 250 元？警惕！

用户转眼“有”了房产和奥迪芝麻
刷分

刷分为套现，能否涨分因人而异
8月 9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 QQ 找

群功能中搜索“支付宝 12 星”、“支付宝刷分”

等字样，可以查到近 50 个相关 QQ 群。

不需要验证，记者顺利加入了一个名为“支

付宝12 星”的 QQ 群。该群成员达到1969人。

记者刚一进群，就有一个叫“宇多多”的

群成员要加记者为好友。通过验证后，他表示，

可以提供“十二星”认证。所谓的“星”即是

指芝麻信用内的个人信息，包括完善学历信

息、职业信息、车辆信息、房产信息、公积金、

信用卡账单等共 12 项个人信息，每补全一项

信息，就可以获得一颗星。

“宇多多”介绍，开通 12 星，需要280 元，

20 分钟左右即可办好，并要求记者提供个人

手机号、身份证、支付宝账号等实名认证信息。

当记者表示担心会被系统封号时，他回

应称“如果是本人真实身份资料填的是不会

被封号的”。随后，“宇多多”给记者发来了

几张图片，展示了他帮一位客户点亮芝麻信用

12 颗星星后的“买家秀”。根据图片内容，记

者看到在该客户借呗额度从 10000 元提升至

15500 元，提升了有五成多。

记者在支付宝 APP上了解，蚂蚁借呗是

一种纯信用消费型的贷款，虽然不能直接取

现，但可以通过放宽到绑定的银行卡，然后

进行消费或者提现。利率不是很高，日利率

为 0.04%，也就是说借1000 元用1天利息只

需要 0.4 元。

芝麻信用：会多渠道交叉验证客户信息
支付宝客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芝

麻分提高后，确实有可能提高蚂蚁花呗和借

呗的额度，但不是绝对的。早在 7月10 日，

芝麻信用官方就曾针对“刷分”事件发表了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信用可以抵钱花”。只要达到了要求的信用分数，支
付宝推出的芝麻信用服务，小到可以免押金使用共享单车，
大到可以享受 10 万—30 万元不等的借呗消费信贷额度。

最近，有用户发现，在淘宝、微信群、QQ 群、咸鱼
等平台上，有商户提供芝麻信用刷分服务。这样，有需求
者可借助高的芝麻信用分提升花呗、借呗的额度，甚至套
取网贷平台、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贷款。

“刷信用分”靠谱吗？是否涉嫌违法呢？一起来看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报道。

刷芝麻
信用分

花 250 元刷分，信用额度翻一倍
“我之前的芝麻分太低，花呗额

度不够用，便找人刷了下分，额度

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千元。”8月8日，

长沙女白领刘洛宜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她之前的芝麻信用分为 680

分，花呗额度有 3000 元，但总感觉

不够用，便想提高额度。

刘洛宜从支付宝 APP 内介绍

得知，在信用管理一栏中补全个人

信息有助于提高信用分从而提高额

度，于是她补齐了 12 项中的学历

学籍、职业信息、驾驶证、信用卡

账单等 5 项信息，三天后她发现花

呗额度提高了 500 元。感觉额度还

是不够用的她想补全其它几项信息

时却遇到了难题，没车，房子也是

爸妈的，公积金也没有多少，因为

刚毕业。

就在这时，刘洛宜从朋友口中

得知，网上可以找人虚填信息来刷

高芝麻分。在朋友的推荐下，她加

了一个叫“AAA12 星代刷”的微信

好友。对方承诺，只要 250 元，就

可以刷满。

在提供自己的支付宝、身份证、

手机号等个人信息 30 分钟后，刘洛

宜发现包括公积金、房产信息、车

辆信息在内的 12 项信息全部填满。

她点进去后看到，车辆信息一栏显

示她名下有一台奥迪车，房产信息

则显示她在长沙有一处房产。这让

她十分惊讶。更让她惊讶的是三天

后，她的花呗额度从 3500 元变成了

7000 元，提高了一倍。

长微博进行回复：通过伪造用户个人

资料信息的“涨分”方式不可信，芝

麻信用对于个人信息会进行技术校验，

并结合多种渠道进行交叉验证，确保

用户提交信息的真实性；通过伪造虚

假信息，不仅无法提高芝麻信用评分，

还可能对自己的信用产生负面影响。

有业内人士表示，大多数人是想

通过提高芝麻信用分数从而增加支付

宝花呗、借呗的额度，然后用花呗、

借呗套现，或者是凭借芝麻信用的高

分在其他网贷平台上获得贷款。然而

这种方式虽然提升了额度，获得了贷

款，但这些钱最终还是要还的。

蚂蚁金服相关人员表示，“花呗”

致力于打击网络诈骗，共清理了数千

个涉嫌套现的商家，其中包括一些涉

嫌套现欺诈的商家，同时与警方开始

合作，定期提供案件线索、数据分析

以及技术支持。

律师：刷分行为属网络诈骗
长沙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杨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刷分行为属于一

种网络诈骗行为；对于刷分者，若明知

无法偿还相应数额的借款、贷款，还一

直大额透支，甚至拒不偿还的，最终可

能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吴杨提醒，通过刷分渠道，个人信

息泄露太多，容易造成资金安全隐患。

他建议：消费者应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

以及守信的交易来提高自己的信用；也

应该保持理性消费的态度，不要为了追

求面子或者一时的享受做出超出自己能力

范围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