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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借势营销、利率计算误导、高
额服务费等此次微博借钱被曝出的问题
还只是网贷平台的“擦边球”举动，时下，
更有一些网贷平台存在着套取用户信息、
以分期付款诱骗消费者网贷等违法行
为。即便是在合规网贷平台借款，用户也
存在着泄露个人隐私信息风险。记者此
次登录微博借钱等网贷平台发现，想要借

钱不仅要上传身份证、填写银行卡信息
等，还被要求同步通讯录，填写多位联系
人信息。上述网贷平台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填写联系人信息，多是为了在借款人
欠款不还情况下，找联系人催款。”而就在
记者在几家网贷平台填写信息获得借款
额度后的一两天里，就开始接到一些网贷
平台的电话。 据《北京晚报》报道

以“高端养老”诱惑
涉案动辄上亿元

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 25600
元 ，每 天 返 现 130 元 ，最 终 返 利 高 达
64320 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
被、足灸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
费旅游服务。

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由“老妈乐”公
司提供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
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先后有北京、江苏、
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
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

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
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
自 2015 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
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在养生庄园吃饭、购
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
6％至 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
费和餐费仅为 67元和 12元。

然而，2018 年 4 月，该公司负责人外
逃，账面资产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
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
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个骗子公司，涉案金
额超过 3亿元。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综合养老服务
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形式也花
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
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
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以房养
老“套路贷”诈骗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表示，随着
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
力下，广大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
的需求也逐渐提升，这给了诈骗团伙以可
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人常会
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
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王新说。

四项风险精准揭露诈骗套路
风险自担提醒老人和家属加强防范

针对当前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
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
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
措施防范打击。

为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
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3日
专门发布 4项风险提示：

——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返
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
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
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
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
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
“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

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
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 5月，养老产品

“爱福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
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
过百亿元。

——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
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
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
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
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贻误病情。

——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
“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
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
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实物、养生讲座等
欺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
长李爱君表示，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
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
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
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
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

李爱君认为，此次提示特别强调参与
非法集资风险要自担，应引起老年人和家
属的高度警惕。

多地探索打击防范风险举措
对“高回报”“高利润”需高度警惕

近年来，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
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
门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
验。

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
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关自养老机构
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
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
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赣金鹰眼”
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众型经济犯罪监测
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

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
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西），各级民政部
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
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
各自上级部门报告。

海南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今年以来
共开展宣传活动 2043 次，印发各类宣传
材料 70000 余份，并以开展 2019 年全国

“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
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
政策。

李爱君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
怀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
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
回报”“高利润”等字眼时要格外提高警
惕。民政部等也提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
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据新华社电

点赞翻倍贷款利率也翻倍？ 微博诱导粉丝借钱惹争议

网贷平台花式套路层出不穷
使用微博借钱就能让自己对偶像的点赞数翻倍？近期，“微博

借钱”官方推出这样一项活动点燃了不少粉丝热情。但活动推出没
多久，就有声音呼吁粉丝不要因为追星而盲目网贷，同时质疑微博
借钱利率过高的帖子迅速成为热帖，引发公众对微博此举的质疑。

尽管微博借钱随即发表声明解释该活动不适用于粉丝为偶像
打榜，并且表示平台利率最高不会超过法定标准，但记者亲测发现，
利率算法误导、收取过高服务费、标榜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借贷等成
为微博借钱等多家合规网贷平台“打擦边球”的“忽悠”手段。

“去微博借钱借款提现后，给偶像打
榜点赞数就能翻倍，我借了 8000，点赞数
翻 8倍！”不久前，市民张小姐在自己偶像
的粉丝群里看到一位粉丝的发言。这是
微博借钱官方推出的一项名为“双十一网
购势力榜”的活动，根据海报上的活动规
则：借款全额达到或超过 1000 元点赞数
翻两倍；借款达到或超过 5000 元点赞数
翻 5倍；借款达到或超过 8000元点赞数翻
8 倍。对于热衷于为偶像点赞打榜的粉
丝来说，点赞翻倍的诱惑很难拒绝。

不过张小姐被一条热帖打消了借钱
念头。这则帖子曝出了微博借钱种种

“黑幕”。帖子不仅指责微博不应将借钱
与粉丝经济捆绑，诱导粉丝借钱，更直指
微博借钱年化利息高达 54%左右，远超
国家对于借款年化利率 36%的法定标
准。随后微博借钱不得不在 11 月 21 日
发布官方回应，表示点赞翻倍的奖励只
针对于此项活动内部排行榜统计，并不
影响用户微博本身的“被赞”情况和其他
任何微博功能。

向粉丝营销网贷引质疑

微博借钱表示，平台严守国家法律，
任何用户的借款利率均在国家法律要求
的范围内。微博根据用户信用等级，针对
不同用户会基于不同的利率定价，目前最
低会低至年化 14.2%，低于信用卡分期利
率，最高不超过法定标准 36%。

微博借钱平台目前对新用户打出了
日息低至 0.04%的宣传。记者尝试借款 1
万元，按 12个月分期还款进行计算，12个
月 后 应 还 款 11347.2 元 ，利 息 为 1347.2
元。如果按照“利息/本金”算法，年利率
仅为 13.47%。然而，这样的算法却存在
误导“陷阱”。因为分期还款后，每期还款

后借贷本金都在减少，而平台仍然按照 1
万元收取利息。如果按照本金不断递减
计 算 ，这 笔 交 易 的 实 际 年 利 率 其 实 约
24%。微信微粒贷同样宣传日息为万分
之四。记者尝试借款 1万元，并选择 10个
月还款，计算显示总利息仅为 669 元，低
于微博借钱的还款利息。

微博借钱采用等本等息方式，利息始
终按 1万元本金计算，每月还款金额相同，
总利息额高；而相比之下，微信微粒贷采用
的方式是每月还款金额随本金递减而减
少，因此，总利息额低。各家网贷平台之
间，不同的利率算法很容易“绕晕”借款人。

利率不同算法绕晕用户

高额服务费成“擦边球”手段
一位网友“ling 爱梦”曾发帖表示：

“看中微博这样一个大平台，但借钱后发
现，还款额远超标榜的利率。”这位网友
还晒出了自己的还款账单。账单显示，其
今年 6 月在微博借钱上借款 1 万元，分 6
个月还清，利率加手续费最后多还了约
1800 元。根据每月月供约 1967 元计算，
年利率高达 59.4%，而高出利率的部分，
则被平台解释为“服务费”。

一位网贷平台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对于一些合规网贷平台来说，由于年利率
不能超过法定的 36%，杂七杂八的服务
费、手续费、审核费等就成为变相获得更

高收益的方式。部分平台看上去利息很
低，但借款人在实际还款中却被加入了各
种服务费、手续费，还款金额远超平台标
榜的利率计算金额。

此外，一些平台还存在着申请金额
与提现金额不符的情况。“打个比方，一
些平台以低门槛吸引借贷人借款。当
借 款 人 申 请 借 款 1 万 元 ，很 快 通 过 审
核，但提现时发现入账只有 8000 元，原
因是被扣除了平台审核费、服务费、查
征信费等，但是在利息计算上，依然会
按借款人申请的本金计算。”这位业内
人士爆料。

警惕预付消费与网贷捆绑

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
又 被“ 高 额 回

报”骗了钱？又因
“保健品”上了当？
近年来，涉老诈骗
层出不穷、花样翻
新，在社会上产生
了恶劣影响。

民政部 3 日联
合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专门发布四项风险
提示，揭露涉老诈
骗四大套路，推动
老年人防诈骗意识
和能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