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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蚂蚁金
服获悉，今年参与为天猫“双
11”提供消费保险的人保财险、
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国寿财险
等 12 家保险公司已经筹备就
位，将提供近50种消费保险为
消费节保驾护航。

蚂蚁金服保险事业群场景
保险部总经理王允较对记者总
结了今年消费保险的两大特点：
新增了商家经营保障，保障形式
也不再局限在金钱赔付。

去年消费保险主要保障货
品的品质和价格、物流及售后纠

纷，今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专门
针对卖家的经营保障类险种。
11月是销售旺季，很多商铺会临
时扩招员工应对翻倍的工作量；
为此蚂蚁金服同保险公司一起设
计出保障期限灵活、可不记名投
保、保费可低至3元一人月保额
为10万元的意外工伤保障，为雇
主分散风险。针对支持7天无理
由退货的商家，退回的货物有部
分已无法再次销售将间接成为商
户的损失，今年新增的退货损失
保障，让商户尽量减少损失。

此外，消费保险不再局限在
赔偿金钱上，而是同政府质检、
上门维修等多种服务机构合作，

为消费者提供事前预防、事后解
决问题的保障服务。

“赔给用户几十上百块，并
不解决问题，比如用户手机屏碎
了当场就要急修，今年‘双11’，
在天猫上买的手机如果碎屏后，
保险能做到24小时内有服务商
上门维修。”王允较举例称。

母婴产品也是最需要品质
保障的品类。今年“双 11”开
始，母婴商品（童装童鞋、玩具、
尿片推车床等），在发货的30日
内，消费者都可以使用免费的第
三方检测服务，检验合格后再放
心给孩子使用，若不合格则最高
有5倍赔付。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在线教育市场在几
年的沉寂后，今年又有了回暖的
迹 象 。 虽 然 在 美 国 上 市 的
51Talk 业绩不佳，但是此行业
在今年仍频频受到资本的青
睐。近期就有VIPKID和作业盒
子先后获得了融资。不过，商业
模式仍不确定，获利前景不明朗
仍然是摆在各家公司面前首要
解决的问题。

今年累计行业融资笔数过百
在线教育行业自从2013年

开始发展，先是受到了资本的追
捧。可是行业却一直未能如其
他互联网行业般形成稳定公认
的商业模式，成为一个热门的行
业。可是，今年资本似乎又开始
关注起了这个行业。8月23日，
VIPKID 召开 D 轮融资发布会，2
亿美元的融资金额打破了K12
在线教育领域的单笔融资记录，
随后不久，作业盒子也宣布完成
2亿元B+轮融资。

据IT桔子最新整理的创投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6 日，
2017年度在线教育领域公开的
融资次数超过150笔，累计融资
额超过80亿元，其中K12领域融
资公司有38家，融资金额接近
41亿元。与今年大热的共享经
济领域相比，似乎资本也已认可
了这一互联网细分行业的价值。

从融资的数量上来看，今年
1-3季度中，早期融资事件都超
过一半，达70%上下，但是在融
资金额上，则大比例的分布在较
成熟的中后期。数据显示，
2017年第三季度的69起早期融
资，披露的融资总金额为18.42
亿元。而中期融资阶段（B、B+、
C、C+轮）的案例有16起，披露的
融资总金额为22.96亿元，后期
阶段（D轮以后及并购）的案例
共4起，金额却达到了22.03亿
元。这就显示了，资本还是较看
好商业模式渐成熟的项目。

营销成本高企致盈利受阻
与资本的投资热度相比，在

线教育的商业模式在五年的培
育期后，却仍然没有清晰，得到
业界的共同认可。甚至，业内打
着“首家赴美上市的在线教育企
业”的51Talk，近期发布的2017

年Q1财报也并不好，其亏损达
1.4亿元，亏损面继续扩大。梳
理 51Talk 近几年的财报，从上
市前的2013年到现在始终处于
亏损状态，2016年亏损额高达
5.448亿元。

有市场机构对400家主要
在线教育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16年底，400家企业当中
70%的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仅
有10%的公司能够持平，而能够
盈利的仅仅占了5%，甚至有15%
的企业濒临倒闭。

从在线教育行业的模式上，
我们可以发现，多数在线教育公
司只是将线下的课程简单地搬
到了线上。可是，并没有解决教
育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类注意
力集中难题。要使人类在学生
阶段集中注意力，这在传统面对
面的学校中，都是老师们需要花
精力面对的问题。而在缺乏制
约性的学习氛围的线上，又能如
何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从而
吸引家长们重复购买呢？

从51Talk此前公布的财务
数据来看，市场营销支出是
51Talk 连年亏损的一大原因。
2013年，51Talk市场营销成本
为 1712.4 万元。而从 2014 年
起，51Talk开始大规模地推广，
致使营销费用激增。2014年，
51Talk营销成本攀升至人民币
8126万元；2015年，市场营销成
本增至人民币2.97亿元。如果
学习效果没有达到家长的预期，
形成口碑传播，在线教育公司营
销费用的下降仍是遥遥无期。

目前，在线教育行业也已是

试水过成人高端商务英语、成人
大众产品、少儿英语1对1以及
近期的少儿英语小班模式，至于
最终何种模式能够胜出，仍然等
待着市场的检验。

人工智能渗入在线教育应用
从在线教育相对于传统教

育的功能差别来看，应用人工智
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似乎是一
个方向。基于人工智能了解每
个学生的知识点掌握状态、学习
能力、学习进度、阶段和特点，并
给予相应的授课，也就是业界所
称的“智适应”。

相比于传统教育，智适应教
育表现出了三个亮点：采用自适应
教育的学生平均分高于接受人工
教学的学生成绩，提升效果显著；
及格率普遍提升，对基础较差的学
生效果尤为明显；学生能够提前完
成学习任务，学习效率显著提高。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一
大批的教育公司开始涌入和布
局智适应。在美国，Knewton、
Realizeit、ALEKS等老牌的智适
应机构这几年都获得了巨额融
资和广泛应用，澳大利亚的智适
应学习平台 Smart Sparrow 也
获得了1400万美金B轮融资，
印度的byju's在转型智适应后，
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融资，韩国
的 KnowRe 也获得了软银的投
资，蓬勃发展。

在中国，也有创业公司涌入
智适应领域。诸如乂学教育、高考
机器人的学霸君、国家863科技的
科大讯飞、智能题库的猿辅导、口
语练习APP流利说、朗播网等。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伴随规模与数量
的持续增长，曾经沉寂许久的
短期理财基金俨然成为当前市
场上的“新宠”。业内人士认
为，流动性新规为货币基金戴
上“紧箍”，而投资范围更广、杠
杆比例更高的短期理财基金性
价比更高，将承接一部分从货
基中分流出来的资金，投资者
选择时需要注意比较。

短期理财基金持续火热
曾经因规模持续萎缩而面

临清盘危机的短期理财基金，
近期重新受到市场青睐。今年
共有近 30 只短期理财基金成
立，数量超过2014年至2016年
3年间成立的总和。

事实上，当前短期理财基
金的表现，相较于货币基金的
确略胜一筹。截至昨日，10月
份以来货币基金平均7日年化
收益率大约为3.938%，而短期理
财基金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为
4.0306%，两者差异达到 0.0926
个百分点。

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10
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开募集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
险管理规定》，或是导致这一现
象的主要原因。沪上一位基金
分析师表示，货币基金的投资
范围及比例受到限制，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收益率，一
些规模较大、与监管要求有一
定差距的货币基金会陆续调

仓，这将为短期理财基金提供
很好的发展机遇。

机构也看重其投资价值
“短期理财基金有一定封

闭期，不受申购赎回的影响，
便于操作，因此其收益会略高
于货币基金。此外，伴随利率
走高，今年以来短期理财基金
的收益更上新台阶，不仅普通
投资者，就连机构也很看重其
投资价值。”上述基金分析师
坦言。

在多位市场人士看来，流
动性新规对货币基金的严格监
管，令短期理财基金有望成为
货币基金的最佳替代品。这主
要是因为，超短期理财债基的
投资范围更广、杠杆比例更高，
可以轻松取得高于货基的收
益，而牺牲的流动性又十分有
限，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超短
期理财债基性价比更高。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
任王群航认为，在当前货币市场
基金被严格监管的背景下，带有
短期封闭期限的类货币市场基
金——短期理财债基，尤其是封
闭期限在60天及以下的超短期
理财债基，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接
从货基中分流出来的资金。

短期理财基金是一类创新
品种，值得注意的是，短期理财基
金的运作期限包括7天、14天、28
天、30天、60天、90天等，这一期
限也是影响投资收益和投资者资
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投资者
投资时需要注意比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几年的公募基金
市场，新品的发行、存量拼抢十
分激烈，各家公司尤其第三方销
售机构都铆足劲以赢得投资者

“芳心”，销售奇招迭出，其中不
乏一些给回扣、赠基金份额的奖
励方式，但日前监管层再次明确
表态，此类“打擦边球”的销售方
式涉嫌违规，双十一临近，监管
层的表态可谓意味深长。

同花顺日前发布公告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
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公告显示，经核查发现，
同花顺基金销售公司于今年5
月18日进行的“518理财节”活
动存在以奖励基金份额方式销
售基金的行为。浙江监管局认
为，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八十二条
第二项的规定，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八十七条
的规定，决定对同花顺基金销售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

记者翻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其第八十二条第二项
的规定是，基金销售机构从事基
金销售活动，不得有采取抽奖、
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基金份
额等方式销售基金。

同花顺表示，同花顺基金
销售公司高度重视前述问题，
将严格按照浙江监管局的要
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工
作，及时向监管部门提交相关
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销售领
域踩红线、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情
况时有发生，监管部门高度重
视，今年频频出手整治。比如
今年年初，各地证监局叫停的

“直销代办业务”。当时监管层
就明确指出，“外部机构或个人
开展的所谓‘直销代办’不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规
定规范的基金业务销售活动。”
业内人士表示直销代办叫停
后，面向机构客户主要依赖“直
销代办”模式的第三方销售机构
受到较大冲击。

受资本青睐行业再次升温

在线教育有望搭上人工智能快车

12家险企携近50种保险护航“双11”

投资范围更广 杠杆比例更高

短期理财基金成市场“新宠”

买基金给回扣奖份额
监管层：涉嫌违规

在线教育行业模式众多，至于最终何种模式能够胜出，仍然等
待着市场的检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