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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侦破一起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犯罪案件

上海证监局：
投资者莫轻信获利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近日，上海公
安机关破获一起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犯罪
案件，依法逮捕或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9
名，缴获作案用手机卡 200 余张、电脑 20
余台、话术本 7 箱。截至案发，该团伙共
发 展 会 员 客 户 3200 余 人 ，非 法 经 营 额
4130 余万元。
2018 年底，上海证监局在依法调查
的基础上向公安机关移送了上海元慧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在线投资者教育
为名开展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涉嫌非
法经营犯罪的案件线索。据悉，上海元慧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设立了“股轩堂” 员课程，并以导师直播投资课程的方式，
网站，并将该网站包装成大型“投资者教
向会员客户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
育在线平台”，宣传所谓教育课程上的证
个股推荐、个股买卖点指导等证券投资咨
券荐股业绩，
诱导投资者缴纳费用获得证
询服务，
涉及经营金额巨大。
券投资教育。
上海证监局表示，近段时期以来，该
经查，上海元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局发现一些非持牌机构利用多数投资者
司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采用由
证券投资知识较为欠缺的劣势，借助网
公司业务员随机拨打电话，
QQ、
微信随机
络、直播平台、自媒体等多种渠道，
以开展
添加好友，以及发展下级代理商等方式， “投资者教育”为名引诱投资者参加相关
以承诺推荐个股可获月收益 6%至 45%为
培训课程接受“教育”。相较于传统非法
饵，
招揽客户加入公司会员，
购买 998 元至
证券期货活动通常伴有的明显欺诈、诈骗
69800 元不等的月度、
季度、
半年或年度会
色彩，
“投资者教育平台”类非法活动迷惑

性更强，参与人数也较多，部分机构平台
已明显越过红线，
以投教为名行非法金融
或类金融活动之实。
上海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
不要轻
信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微信等发出的
投资获利信息，
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前应该
先核实对方身份，
并选择合法正规金融机
构进行。
“请自觉远离非法荐股活动，以免遭
受财产损失，
如发现自身受到此类非法证
券期货活动侵害，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上海证监局表示。

国内首个
“萌宠”AI 医疗险推出
猫狗投保时可上传“脸部”，
承保 1-8 岁 38 项常见病

宠物保险早在 2004 年
就在国内萌芽，但由于之
前需求少、单子小，发展
较为缓慢，随着养宠人群
的增多，已经引起互联网
保险公司的兴趣，越来越
多的保险公司涉足宠物
险。养宠人群可以针对不
同类型和习性的宠物进行
保险购买。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越来越多的
家庭开始饲养宠物，宠物消费也成为有
“宠”家庭的重要支出，其中宠物医疗往
往支出不菲。近日，位于陆家嘴的线上
财富管理平台陆金所正式上线萌宠 AI 医
疗险，成为首批上线应用 AI 技术进行宠
物身份识别、线上理赔的宠物保险产品
第三方线上平台。

首个猫狗脸识别宠物
险上线
区别于传统的宠物责任险，这款在
陆金所上线的“萌宠医疗保险”产品，主
要针对宠物猫狗自身的医疗健康状况。
“平安萌宠医疗保险”由平安产险推出，
可承保 1 至 8 周岁宠物狗或宠物猫消化
道异物、骨折脱臼等 38 项常见伤病，保险
期限为一年，一期覆盖城市为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和成都。

该保险产品首次引入宠物图片智能
识别技术，是业内首个实现猫狗脸识别
和线上理赔一体的宠物保险产品。据介
绍，用户只需在投保时上传宠物萌照，由
AI 技术校验宠物照片规范性和准确性，
通过后足不出户便可为自家宠物买上健
康保险，
还可直接在线上完成理赔。
这款宠物保险产品在识别宠物时无
需植入芯片和运用特殊检测设备，
只需拍
摄宠物正面照片即可识别出萌宠身份。
系统通过宠物鼻尖、
眼角、
嘴角等 9 个关键
点定位出脸部关键点区域，
再通过基于机
器深度学习构建出的的深度图像分析模
型，
提取出宠物脸部关键点区域内的深度
特征，
便成为识别确认猫狗宠物的手段。

多家保险公司推出宠
物保险
记者获悉，目前已有多家保险公司

推出了宠物险，其中，包括宠物医疗保险
在内的宠物健康保险，大部分涉及 38 项
医疗项目，包含 130 多种疾病，一般的手
术和常见疾病都在保险范围内。
此外，宠物险还包括宠物第三责任
保险，即为宠物闯祸造成的经济损失进
行赔付。以众安保险推出的一款宠物责
任险为例，每年保费可分为 19.9 元、45 元
和 68 元三种类型，第三者责任险年保额
分别为 2000 元、3000 元和 5000 元。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宠物保
险早在 2004 年就在国内萌芽，但由于之
前需求少、单子小，发展较为缓慢，随着
养宠人群的增多，已经引起互联网保险
公司的兴趣，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涉足
宠物险。
业内人士建议，养宠人群应该针对
不同类型和习性的宠物进行保险购买。
如自家宠物非常活泼，喜欢咬东西等可
考虑第三责任险；如果总生病或考虑到
年老后的身体，
可以购买宠物医疗险。

长三角银行理财
收益环比下滑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普益财富最新
发布的长三角地区银行理财市场报告显
示，4 月份长三角地区整体银行理财收益
环比下滑 5 个基点至 3.95%。其中，江苏省
银 行 理 财 收 益 环 比 下 滑 5 个 基 点 ，为
3.90%；浙江省银行理财收益环比下滑 5 个
基点，为 3.93%；上海市银行理财收益环比
下滑 5 个基点，
为 3.92%。
分产品类型看，4 月份，长三角净值
型产品综合业绩基准为 5.46%，环比下滑
299 个基点；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产品业绩
基准为 4.51%，环比下滑 47 个基点；混合
类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 6.49%，环比下
滑 602 个基点；现金管理类净值型产品业
绩基准为 3.71%，环比上升 4 个基点。
当月，长三角银行理财发行指数环比
下滑 1.04 点至 88.05 点。从各类产品数量
占比来看，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
占比为 66.79%，环比下滑 2.30 个百分点；
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申购量占比为
25.36%，环比上升 0.90 个百分点；净值产
品申购量占比为 7.85%，环比上升 1.40 个
百分点；从各省（市）发行量来看，浙江省
发行量为 5146 款，环比上升 116 款；江苏
省发行量为 4802 款，环比上升 48 款；上海
市发行量为 4354 款，环比下滑 61 款。
净值转型程度指数方面，4 月，长三角
地区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为 5103 款，环比
上升 532 款。分省份来看，浙江省净值产
品存续量为 4199 款，环比上升 395 款；江苏
省净值产品存续量为 4773 款，环比上升
474 款；上海市净值产品存续量为 4084 款，
环比上升 421 款。
至于 5 月份的发展趋势，该报告指出，
在债市表现趋弱与股市波动增大的环境
下，长三角地区银行理财收益保持相对稳
健，
可作为避险产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