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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吴也 姜敬月

刚刚过去的6月，对联
璧金融的投资者来说是个噩梦。联璧金融APP失灵，返款取现
等操作均无法完成，6月21日官方宣布资金链断裂，6月23日警
方立案侦查，投资者眼看着多年积蓄就要打水漂，欲哭无泪。
这些投资者中不少是通过参加斐讯产品“0元购”活动而接触
到的联璧金融。事发之后，斐讯产品被多家主流电商平台下
架，实体店内也难再寻踪迹。

联璧金融“爆雷”有投资者被套上百万
6月19日清晨6点多，急需用钱

的济南市民王平(化名)，打开了手
机上的联璧金融APP，里面有他上
百万的血汗钱。第一次，他提取了
1000元，很快到账；9点多，再次提
现时，APP却始终没有反应。起初
以为是软件或网络问题导致，可接
下来四五天联璧平台挤兑、资金链
断裂、警方立案调查的消息相继传
开，他的心凉了一大截。

王平接触联璧金融是从斐讯
路由器开始的。今年4月份，王平在
网络平台看到了斐讯路由器零元购
的促销，当时身边也有朋友参与活
动，于是他便花1999元购买了一台
斐讯路由器。“路由器里有‘联璧钱
包送大礼’卡片，必须根据上面的提
示操作才可以进行0元购返现。”王
先生说，根据教程，手机下载“联璧
金融”APP注册后，输入路由器背面
的K码，就会在账户中看到“路由器

活动礼包”。
王平说，购买路由器的1999元

分12个月全部返还，每个月返还不
同金额。平台设置了加速返现的规
则，在APP上购买理财获取积分，
就可以兑换加速券，同时积分还可
以兑换K码激活资格，用于买其他“0
元购”产品。于是王平购买了2万元3
个月定期理财后，获取到了加速券，
购买路由器的钱很快就返还了。

“其实产品就是白送。”在返现
完成后，王平尝到了甜头。但是一
个身份证只能参加一次“0元购”，
如果再想参与，就需要购买理财，
获取积分兑换K码激活资格，于是
他一边投资一边又购买了斐讯手
环、空气净化器等产品。

“现在APP里面未兑换的礼包、
未到期的理财加上余额等有上百万
元。”一筹莫展的王平每天都寝食难
安甚至半夜还会被噩梦惊醒。

捆绑斐讯“0元购”联璧金融卖理财
不少人接触、投资联璧金融，

最初都是因为购买了斐讯品牌的
数码家电产品。上海斐讯数据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是上海一家电子数
码企业，主打产品有路由器、体脂
秤、电视盒子等。自2016年起，斐讯
开始推出“0元购”模式：购买斐讯
产品的顾客可通过上海联璧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联璧金融APP全
款返现。斐讯路由器分为399元、799
元、1399元以及1999元四个品级，每
个品级均对应不同的返现期限。

家住王官庄的王先生，是6月
初在某电信营业厅购买的斐讯路
由器。虽然路由器799元的价格比市
面上同类产品要贵不少，然而工作
人员介绍，购买路由器后，花的钱可
以通过联璧金融全部返还，相当于
零元购机。这让王先生心动了。

王先生按照包装内卡片的指
引，下载了联璧金融APP，激活路
由器底部的K码，等待返现。按照
规则，第一个月将返399块钱，第二

个月再返200元，第三个月返200
元。也就是说，3个月时间产品费用
全部返还。之后的一个月里，王先
生一直在等候返款到账，他并不知
道6月21日，联璧金融已经宣布资
金链断裂。一个月后，王先生也没
等到第一笔返款。

市民张先生被套进联璧金融，
最开始也是通过斐讯。他去年通过
网络平台购买的斐讯路由器，同样
也是被“0元购”的宣传吸引。虽然
购买路由器的钱陆续都到账，但是
对于投资，徐先生显得还是比较谨
慎，他从网上搜索了大量信息，觉
得联璧金融相对可靠，才开始投
资。他陆续投入了十几万元，在此
之前，联璧金融也在按期打款，直
到今年6月份，本应到账的款项却迟
迟没有音讯。张先生觉得情况不妙，
于是在网上搜索，看到了联璧金融

“爆雷”，他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他
立刻联系联璧金融，但已联系不上，
而斐讯的客服电话也打不通。

斐讯“领进门”联璧高收益绑定更多人
据联璧金融官网信息，联璧科

技成立于2012年，2014年组建成立
互联网金融事业部，2016年初，联
璧互联网金融事业部拟独立成为
金融信息服务公司。2016年初，正
是联璧和斐讯推出“0元购”活动的
时间。借此，联璧金融在平台诞生
之初，便获得大量用户资源。

当然，除了斐讯“领进门”以
外，吸引投资者留在联璧的，还是
平台高收益。比如，联璧金融的活
期理财“零钱计划”，号称“取钱灵

活”“百元起投”“收益稳健”，年化
收益率达到6 . 9%。而定期投资，年
化利率达到10%以上。

“我们很多人几乎把联璧金融
当成现实中的钱包，因为活期利息
6 . 9%，比较高，所以只要有闲钱就
会投到里面，我都把救命钱搭进去
了。”市民张女士称，她身体不太
好，一直在医院治疗，还做过手术，
当初感觉联璧金融比较靠谱，就将
救命钱拿出来购买理财产品，可结
果竟血本无归。

相关新闻

联璧金融突崩盘
斐讯急换合作平台

6月21日，作为网贷行业高返四大天
王之一的联璧金融突然崩盘，官方在随后
的公告中表示，受行业负面环境影响，平
台出现恶意挤兑，资金链断裂。6月23日，
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通报称，上海市联璧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
松江警方已立案侦查，并对15名犯罪嫌疑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21日当天，斐讯发布公告，称已
售硬件产品的K码由斐讯负责协调第
三方进行兑现。7月4日，斐讯又发布公
告，确认将第三方合作平台更换为上海
骏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不过，这一系列的补救并未起到根
本性作用。系统无法登录、客服电话不通、
收不到款项等问题不断考验着消费者耐
心。7月15日，斐讯再度发布公告，对目前
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称自2018年6月29
日起，电话客服日均接单量约5700单，
在线客服日均接单量约6300单，线路饱
和。公告中还称，截至7月14日，目前申
请K码兑换单量约950000单，日均处理
量约53000单，而所有已通过审核的K
码兑换申请均需通过人工核对收款账
户信息后支付，工作量巨大，故审核通
过后至收款有个过程。

斐讯产品成烫手货
线上线下遭封杀

在“0元购”促销下，斐讯一度赢得产
品销量。6月20日，斐讯的官方微博、微信推
送了一条“斐讯6·18最全成绩单”，称“狂卖
7亿元！总销量破72.2万台”。然而，天堂和
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受联璧事件影响，斐讯产品顿时成
了烫手山芋。17日，记者通过对线下门店
走访以及对线上门店的搜索发现，如今
斐讯产品已很难见到。记者登录淘宝搜
索“斐讯”，显示“没有结果”。同样，在京
东、苏宁易购以及国美在线等平台均搜
索不到斐讯的产品或显示无货。

记者在泉城路国美门店咨询发现，
有多家柜台此前卖过斐讯路由器，工作人
员表示，此前因为有零元购活动，所以销
售非常好。不过出事后斐讯产品就已下架
不再销售。此外，在苏宁门店、赛博等实体
店均未发现斐讯产品在售。

作为销售平台，是否应为消费者
的投资损失担负责任？此前，斐讯方面
发布通告：在“0元购”营销活动中，消
费者购买产品后，可自愿选择是否参
加K码礼包激活兑换。K码礼包激活兑
换与京东、苏宁、国美等三方销售平台
及终端销售商无关。上海亿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这需要看销售平台
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包括跟斐讯和
联璧的责任关系。正常来说电商平台只是
销售端，不需要承担责任。

斐讯济南办事处：

后续返现问题由公司统一回复
虽然斐讯在公告中提

出，针对未激活K码的兑换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对消
费者在联璧金融的投资没
有表态。对多数投资者来
说，几百元的设备费用是个
小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
投资是一辈子的血汗钱。这
样的解决方案显然不能达
到投资者的预期。

“我们如何知道联璧
金融的？因为斐讯路由
器。”市民张先生说，之所
以选择联璧金融，主要是
因为斐讯通信的实体产
业，而双方又有联系，才
觉得有保障。

17日中午，记者随市
民来到位于世茂国际广场
的斐讯办事处，针对联璧金
融问题，办事处负责人表示
不接受采访，但与市民进行

了沟通。市民李先生称，经
过沟通，办事处同意将目前
情况上报公司，对于后续返
现问题由公司统一回复，办
事处并不清楚。此前，斐讯
在公告中指出，斐讯与联璧
金融仅是合作关系。不过，
投资者对此并不认可，“两
家公司在高管层面、业务层
面都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斐讯到底是否应为联
璧金融事件承担责任？对
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董毅智认为，如果有
充分证据证明斐讯与联璧
之间存在法律关系，斐讯就
要承担相应责任。至于是侵
权责任、违约责任还是其他
责任，需要具体界定。目前
警方正在调查，需等待调
查结果，确认双方关系。

购买

消费者在电商平
台、联通、电信等营业
厅购买斐讯电子产品。

返现

联璧金融
（互联网理财平台）

消费者收到电子产品
后，在联璧金融APP上输入
产品附带K码，获全款返现。

一个身份证
只有一次免费返
现机会，如再次“0
元购”，则需在联
璧金融平台投资。
联璧金融提供高
息理财产品。
活期：年化率6 . 9%
三个月、六个月定
期：年化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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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讯“零元购”套路

路由器中的联璧小助手。记者 张国桐 段婷婷 摄

联璧金融黄了 路由器“0元购”也歇菜
不少投资者参加斐讯路由器“0元购”接触联璧结果被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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