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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课堂>>

快递喊你微信绑定“退款链接”？小心有诈
消息股>>

4 分 40 秒！新华保险理赔“瞬时达”

“我是快递客服，你有个快递丢失了，

加我微信，我们商量下怎么赔你钱。”接

到这样的电话，你会信吗？但在湘潭读大

学的小李信了！他按照自称“快递理赔客

服”的提示，将银行卡绑定到“退款链接”

上，结果不但没收到退款，自己卡上的

钱反倒不翼而飞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月 3 日，24 岁大学 生小 李从河北

省邯郸市乘坐 K433 次列车返回位于湖

南省湘潭市的大学。途中，他接到一个

自称快递客服的男子打来的电话，称小

李的快递丢失，要求加微信协商理赔事

件。小李恰好前几天网购了，仍未收到

快递包裹，因此相信了对方的说辞。他

一心想尽快收到赔偿款挽回损失，便按

照对方的要求将银行卡绑定到了对方的

“退款链接”上。刚输完验证码，小李便

收到了短信通知，自已银行卡里的 3900

元生活费充值到了一个投资理财的平台。

小李立即询问缘由，对方告知是操作失

误所致，现 3900 元被冻结了，等再次输

入验证码后，赔偿款和被冻结的钱将一

并退还给小李。小李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退款理赔怎么会冻结自己的钱呢？”他

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到湘潭下了

车，便去长沙铁路公安处湘潭站派出所

报了警。

民警根据对方再次发送的“退款链

接”和小李提供的平台账号、身份信息

和银行卡账号进行核查，发现该支付款

项还在投资理财的平台上，通过联系平

台客服，民警成功“截停”了小李这不翼

而飞的 3900 元。两个小时后，小李的生

活费分两次返回到银行卡上。

警方提醒：对于所有办理理赔退款

的电话，一定要谨慎，第一时间与商家

和快递公司联系核实信息，碰到要输入

账号密码的，一律不要相信。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徐联盟 刘桢祯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
讯员 王志平）2 月 27 日—3 月 1 日，为

期三天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

八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主题

为“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改革开

放 40 周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出席并致闭幕词。

马云、孙宏斌等 70 多位亚布力理事和

企业家出席。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召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
讯员 严冬珍）表演歌舞、量血压、剪指甲、

聊天、讲故事……近日，太平人寿株洲

中心支公司携手株洲爱心协会组织“人

人献出一点爱”公益活动，走进株洲县

石板桥村敬老院，陪伴老人们度过了一

段温暖的时光。 其间，大家为每一位

老人都送上了礼物。

太平人寿敬老院送温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
讯员 吴文捷） “异地理赔也这么快？”

春节前，长沙杨女士的小女儿不慎磕伤，

紧急就医之后无大碍，全家返回衡阳过

春节。3 月 1 日，杨女士才开始在衡阳

申请理赔。让她没想到的是，省内异地

理赔只花了4 分 40 秒就成功了。

据了解，按传统理赔流程，在理赔

结案后需要在每天固定时间和银行进

行资金交付传输。客户收到理赔款往往

不是在结案当天，从而影响客户体验。

新华保险针对这一服务痛点，在 2018

年新春之际推出了新华理赔瞬时达服

务：凡 5000 元以下，责任清晰、材料

齐全的个人医疗险案件，在结案后立即

到账。 

两本小人书卖了 11 万？连环画收藏有讲究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近日，广西藏友林先生的
两本连环画卖出 11 万元高价
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要
知道，一本连环画的原价，仅
仅需要两到三毛钱。在唤醒童
年记忆的同时，你是否也动了
翻翻家里的书堆、看有没有值
钱的连环画的心思呢？

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采访了湖南的收藏专家，和
大家一起分享哪些连环画具备
较高的收藏价值，应该如何收
藏等经验和观点。

近日，两本连环画卖出高价的消

息在朋友圈疯传。那是在安徽省的全

国连环画交流会上，广西藏友林先生

的两本《胸怀朝阳战烈火》连环画以

11 万元的高价被买家收入囊中。而据

了解，当时这些连环画的原价，仅仅

需要两到三毛钱。

长 沙 的 连 环 画 收 藏 行 情 又 如 何

呢？ 3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长沙市天心阁古玩市场附近了解

到，这里的多家旧书摊都有连环画出

售， 售 价 在 50 元 -100 元 / 本 不 等。

一名旧书摊老板告诉记者，现在这些

连环画销售情况还不错，“每天能卖出

个十几本，价格也涨了不少，以前 5

元一本的现在可以卖到十几

元钱”。

相比这些普通题材连环

画价格成倍上涨，有着十余

年连环画收藏经验的长沙

藏友徐先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本题材不错

的连环画，2007 年只要三

百多元就能买到，而现在

差不多能卖三四千元，品

相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上

万元。”徐先生自称从 2000 年开始收

藏连环画，而且每年都会去各地收集。

在他的藏品中，一册 2007 年以 300 元

购得的 1956 年版《红楼梦》，如今的

市价超过 4000 元。

从全国来看，尤其在拍卖市场上，

连环画交易也十分火热，有些价格甚

至超过连环画《胸怀朝阳战烈火》的

成交价。比如，1954 年一版六次印刷

的《鸡毛信》，在中国收藏热线平台的

竞价叫到了 26.5 万元。此外，人民美

术出版社 1960 年出齐的 26 册《水浒》，

曾拍出了 6 万元；上世纪 50 年代初上

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60 开本《三国演

义》以 1.7 万元在武汉成交。

那么，对于连环画我们该如何收藏

呢？什么样的连环画具有收藏价值？3 月

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湖南省

收藏协会连环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肖中仁。

“连环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

前，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刻上了时代

烙印，因而具备了一定的投资收藏价值。”

肖中仁告诉记者，看连环画是否具有收

藏价值，可以从出自谁手、是否获奖、

品相新旧、出版年代、印刷数量、何种

开本等几个方面来判断。

“连环画是一门文化艺术，创作人员

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绘画技巧，

因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画的。经典连

环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每

一个画幅的绘制都凝聚了创作者

的智慧和技法，体现了画家的不

同风格，故收藏价值较高。”肖

中仁介绍，名家的连环画作是目

前的收藏热点之一。以著名画

家沈尧伊为例，他的连环画代

表作《地球的红飘带》，其画

稿 926 幅及人物肖像 8 幅目前

的市场总价在 1500万元以上，

算下来每页价值上万元。

“在历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获奖的

作品收藏价值较高，因为它们大致代表了

一个时期连环画创作的最高水平。”肖中

仁说，连环画在全国范围内评奖共进行过

4 次。此外，还有套书奖、封面奖、脚本

奖等，这些作品有的以不同开本的单册出

版，有的是系列套书中的一册，还有的刊

在《故事画报》等各类杂志、期刊上。

肖中仁介绍，品相好坏非常重要。一

般会根据连环画的保存完好程度分几个

等级，10 品是最高，6 品以下就是残品了，

“其中 10 品最好，封面干净，作品完整，

文字清晰，基本上相当于全新的，收藏

价值高。一般而言，只有 8 品以上的连

环画才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而且，品相好的书价值更高。以《鸡毛

信》为例，一本 10 品相的第一版可以卖

到 5000 元左右，而品相差的可能只能出

到 500 元，相差近 10 倍。

印刷数量也是衡量连环画收藏价值

的重要指标。肖中仁称，1980 年以前的

连环画，印数数量多，留存的也多，价

值不会很高。反之，印刷数量少的则受

到收藏者追捧。以解放时期延安地区的

连环画作品为例，由于印刷量较少，目

前一本的市场价格上万元，还有价无市。

在开本上，肖中仁表示，48 开以上版本

的连环画发行量比较小，最少的仅 1000

册，收藏价值相对较高。

此外，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

事件的连环画作品也倍受关注。如丁斌

曾、韩和平 1955 年出版的《铁道游击队》

售价高达 6000 元，成本仅需两三毛钱。

“投资收藏连环画，一定要是因为热

爱，不要一味跟风。”肖中仁说，由于连

环画的题材种类多、时间跨度大、面非常

广，他建议刚进入连环画收藏领域的市民，

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经济实力决定收藏种

类，“可以考虑从专题收藏入手，比如战

争题材、古典题材之类，这样的好处在于

能很快提高对连环画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翻新造假连

环画的行为，肖中仁认为可以从纸张种

类、装订、字体、印刷效果等几个方面

来判断，“以前用的纸张和现在的纸张不

一样，见得多就能一眼看出来，同时以前

采用的是铅字印刷，现在有些使用的是

电脑排版，两者通过比较也很容易分辨。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找专家进行

鉴定”。但肖中仁也坦言，现在市场火了

以后，连环画造假水平较高，他们有时

候也是真假难辨，最重要还是收藏者不

要贪小便宜。

连环画身价飞涨

提醒：连环画造假，真假难辨

8品以上连环画，才具备投资价值

扫一扫，
分享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