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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刷单？ 校园网贷？ 网购退款？ 当心入套！

大学生莫成不法分子的
“
唐僧肉”
荆门晚报记者 张道华

又是一年开学季，众多大学生
特别是大一新生带着充足的生活
费正相 继 走 进 校 园 ， 进 入 到 一 个
独立生活、学习的环境里。 时下，电
信诈骗套路较多，单单针对大学生

这一群体，不法分子就设计了网络
刷单、网络购物、冒充客服、冒充熟
人、校园贷等多种诈骗套路。 一些
大学生因一时疏忽而落入诈骗陷
阱，后悔不已。

对于大学生来讲，针对他们的
电信诈骗套路主要有哪些？ 平常又
该如何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近日，
荆门晚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我
市相关专业人士。

套路一：兼职刷单诈骗
据悉， 刷单是网店卖家付钱请
人假扮顾客，用以假乱真的购物行
为提高网店销量、 信用度及好评，
从而吸引更多顾客的行为。
象山大道某银行杨经理解释，
兼职刷单诈骗中，不法分子往往会
冒充客服人员向被诈骗对象发送链
接，声称点击链接、购买商品成功

后，款项会退还，还有返利提成，甚
至让被诈骗对象填写一份入职资
料， 让其以为自己是被正规公司聘
用。 在完成第一单购买任务后，被诈
骗对象往往会收到客服之前约定的
刷单返利， 并以此为诱饵吸引被诈
骗人购买价格更高的商品。 当交易
达到一定数量后， 所谓的客服人员

就会切断与被诈骗人的联系， 就此
消失。 因工作轻松，有收益，刷单行
为吸引了一些大学生参与。
杨经理表示，大学生特别是大一
新生不要有
“贪图小便宜”和“轻轻松
松赚大钱”的心理，不要轻信所谓的
高额回报，兼职必须选择正规公司或
中介平台，签订详实的劳务合同。

套路二：校园网贷诈骗
市处非办工作人员说， 不法分
子通常会谎称办理校园贷需要先缴
纳数千元的保障金， 诱骗大学生多
次转账汇款。 另一种套路就是，不法
分子会在校园内寻找目标， 以给好
处费为诱饵， 让大学生提供自己的
个人信息在网贷平台贷款或购买高
档手机等。 承诺所有贷款不用大学

生偿还，事后还会给大学生几百元甚
至数千元的现金作为好处费。一旦贷
款成功，不法分子便卷款消失。 初入
高校的学生， 往往容易陷入此类骗
局。
该工作人员表示，大学生们首
先应树立理性消费心理，杜绝虚荣
攀比盲从的不良现象，避免超前消

费和过度消费， 如确有消费需要，
可向家长说明情况预支生活费用
或向老师同学求助，不要轻信低息
免押快捷的借贷平台，避免落入高
利贷陷阱；其次，要加强学习金融
消费和网络安全知识， 掌握违约
金、滞纳金等基本金融知识，提高
甄别和防范非法网贷诈骗的能力。

套路三：网购退款诈骗
象山一路某银行曹经理说，大
学生是网购的主要群体之一， 不法
分子非法获取网购买家信息后，通
常会以商品有问题为由， 联系买家
退款。 退款过程中，不法分子会利用
被诈骗对象对网络借贷的陌生，诱

使买家进入网络借贷平台。在不法分
子的不断指引下，一步步从网贷平台
上借出现金并转账给不法分子。还有
一种套路就是，大学生被骗子诱导至
钓鱼网站， 输入自己的银行卡账号、
密码和验证码后，银行卡中的钱就会

被转走。
曹经理表示，大学生们不要有
“
天
上掉馅饼”的侥幸心理，网购商品要使
用比较安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
易， 不要直接点短信或 QQ 链接网址，
防止中木马病毒，以确保资金安全。

提醒：别出借身份证及银行卡
在采访中，几位专业人士表示，
无论骗子怎么说， 大学生们一定要
记住“三不一要”，即“不听、不信、不
转账， 遭遇电信诈骗时要注意保存

证据，并尽快拨打 110 报警”。
同时提醒，除了提高自身的风险
防范能力外， 还应做到以下几点：不
要出借个人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

不要透露个人信息、银行卡账号及密
码等， 避免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影
响个人征信，甚至承担由此带来的刑
事责任、民事责任。

近日， 建行荆门分
行组织分行本部及城区
支行 16 人开展专场无
偿献血活动， 展示了建
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大行担当。
荆门晚报通讯员
黄竞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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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贷”动养殖户奔小康
“在‘中银农贷 1 号’扶持下，今年已有 20 多头牛
姑娘远嫁他乡。”9 月 9 日，荆门市沙洋县科牧牛业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艳艳一边牵着西门塔尔小牛犊，一
边招呼着中行沙洋支行客户经理。
沙洋县科牧牛业养殖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肉牛养殖
及繁育、收储制作秸秆饲料。 张艳艳是一个敢想敢做敢
担当的 80 后女孩，从饲养 3 头奶牛起家，发展到现在
130 亩肉牛养殖基地，标准牛舍 20 栋、秸秆仓库 4000
多平方米，存栏 200 多头西门塔尔优质种牛，年出栏牛
犊和肉牛 100 余头的规模养殖户。
“
疫情防控期间，买不到牛饲料，育肥的牛没有酒糟
吃，原本 3 月份出栏的，由于饲料供应不上，牛不但没长
膘，还瘦得皮包骨。 ”张艳艳说，没有销售流动资金又极
为紧张，多亏中行沙洋支行及时发放 30 万元的
“
中银农
贷 1 号”救急，4 月底购回酒糟，到了 7 月份才出栏。
“养牛也有许多风险，2016 年 7 月份一场特大暴
雨，沙洋成为重灾区，公司的 100 余头小牛犊和饲料基
地被洪水吞噬。 ”张艳艳说，灾后复产资金不足，自筹部
分后还有 50 万元的缺口，正心急火燎时，政府伸出援
手、银行伸出帮手。 沙洋县畜牧局电话告知，中行有一
款不要抵押的信用贷款“中银农贷 1 号”，最高额度 50
万元、循环使用。 得到这个消息，她立刻向中行沙洋支
行申请 50 万元贷款，两天贷款便到账了。
巾帼不让须眉，担当帮困扶贫。 张艳艳根据周边农
户实际情况，摸索出“公司 + 基地 + 农场 + 农户”的肉
165”养牛方式，即“
1 个农户
牛产业发展新模式，采用“
养 6 头能繁母牛，年出栏 5 头犊牛”，开展“农户分散养
母牛，农场集中育肥牛，公司统一销售商品牛”的运作
方式，带动公司周边 100 多家农户从事肉牛养殖。
公司通过养牛带动农户共走小康路， 得到认可，
2019 年获沙洋县巾帼科技示范基地、荆门市农业产业
（钱文美）
化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

泰康人寿
首设保单贷款资产支持计划
近日， 泰康人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设立第一
期保单贷款资产支持计划。 这是泰康人寿首次于境内
资本市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据悉，该产品总规模 20 亿元，期限 1 年期。 产品分
优 A、优 B、优 C 三档，其中“优 A”发行规模 18 亿元，
对外募集，发行利率 3.3%，本次“优 A”发行溢价创同
类产品新低。
本次募集发行获十余家大型机构投资者踊跃认
购。 在国际形势复杂、债券市场震荡上行、市场资金面
紧张的背景下， 本次保单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成功发
行，凸显投资者对泰康人寿的高度认可。
保单质押贷款资产证券化是以保单质押贷款为基
础资产，以其现金流为支持，在资本市场发行资产证券
化产品。 保单质押贷款具有
“期限短”“早偿率”的特征，
一般来说不超过 6 个月，显著低于保险合同负债本身期
限。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背景下，资
本回报率下降，利率处于低位水平，给保险资金运营带
来一定挑战。 鉴于此，泰康人寿研究推进保单贷款资产
证券化业务，改善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情况，后续还将探
索利用保单质押贷款资产证券化项目服务高客战略。
泰康人寿表示，该项目尚处在探索阶段，后期成熟
后会助力保险业务发展， 对于办理了保单质押贷款的
客户而言， 该产品不会对客户的权益和所享受的服务
（彭春玲）
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