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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金融
研究

热点

虚假交易平台缘何屡得手？
■ 本报记者 王诗文

有这样一类新型金融衍生品，
它们通常依托在一个交易平台上，
打着“高回报，高收益”的口号，资
金存管在第三方，以贵金属、原油
等为投资标的，客户通过指定交易
软件进行交割。 然而，在看似正规
的交易流程之下，能够获利的投资
者少之又少，买涨它就跌，买跌它
就涨，这真的是投资者的投资失误
吗？ 其实不然。 本期“好金融”研究
栏目，将邀请来自“好金融”研究
苑的多位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
专家学者为您揭秘这种 隐 蔽 性 极
强的交易陷阱。

以婚恋交友名义诱骗炒现货
如今，投资平台越来越多。 期货交易、
现货交易等各种方式令人眼花缭乱，若不
了解其中“门道”，稍不留神就会被骗。 说
到现货投资，可能很多人第一感觉就是骗
人的，但实际现货投资是正规的。 现货产
品本身没有问题，但很多不法现货平台的
工作人员，利用包装、夸张、欺骗等手段骗
取投资者信任，通过误导投资者或代客操
盘， 给出错误的行情走势指导和分析，并
且由于平台的不正规，最终导致投资者们
血本无归。
先来看一段真实的案件。 2016 年 6
月 12 日一早， 受害人张女士来到肃北市
公安局报案，她怀疑自己被骗了 16.8 万余
元， 却又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如何受骗的。
原来， 张女士 2016 年 3 月通过某婚恋网
站结识了一位网名为“覆水亦难收”的男
性网友。 通过网上聊天，张女士对这位看
似事业有成的男士颇有好感，对于男方提
出的希望交朋友的请求也欣然接受。 聊天
期间，这位网名为“覆水亦难收”的男士
总是看似无意地向张女士展示自己“现货
原油 150”的交割单，收益少则数万元，多
则十几万元。 该男士表示投资这种现货收
益非常高，还可以推荐专门的老师进行指
导， 即使亏钱了也能在关键时刻帮忙止
损，总之炒这种现货，要比炒股等传统方
式来钱快得多。
被感情和贪念冲昏头脑的张女士毫
不犹豫地在“原油 150”上砸下了自己 20
万元的全部积蓄。 可令张女士没想到的
是， 投资后的第一天自己就开始亏损，并
在短短数日内累计亏损已达到 16.8 万余
元。 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女士也没有
察觉出自己是落入了圈套，她认为自己缺
乏专业知识，看不懂行情走势，投资完全
靠运气，运气差赔钱也是自然的。 直到不
久后， 张女士提出和男方见面的要求，男
方立马变了脸，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才让张
女士感到有些不对劲。
接到报案后，肃北市公安局民警立刻
展开调查，发现这是一伙专门在婚恋网站
上注册虚假信息、 针对 35 岁至 45 岁的
单身女性，利用虚假金融投资平台进行诈
骗的团伙。 据这位网名为“覆水亦难收”
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一直冒充 46 岁的
成功人士与张女士聊天。他所说的现货市
场是一种新型金融衍生品，其依托在一个
交易平台上，资金存管在第三方，而客户
是经过他们的软件进行交割。

平台金融交易软件暗藏猫腻
其实，问题恰恰出在这看似正规的金
融交易软件上。 实际上，这些软件都在犯
罪团伙的控制之下。 表面上投资者是通过
参考 K 线图自主作出买卖决定，但实际上
情况却不尽然。 举个例子，上海傲林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贵金属交易公司
提供操作软件的公司，其业务经理表示他
们制作的软件可以实现 “不让客户登录、
交易，甚至可以限制客户一分钟后才可以
平仓”。 不仅如此，有些软件还可以手动篡
改客户下单的价格。 长沙华唐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就曾演示，通过设置软
件可实现在投资者下单时将实时为 3962
元的价格提到 3969 元， 当质疑投资者会
不会看出来时，该销售经理表示不要变动
太大即可。 更有甚者，直接委托软件公司
制作虚假 K 线图，投资者买涨就将走势图
做成跌，买跌就做成涨。 总之一切以将投
资者的钱洗到自己的账户里为目标，业务
员拉来客户之后， 钱就投在这个平台上，
后台可以看到受害人买进卖出多少钱。 在
第一时间进行操控， 诱使受害人买涨买
跌，软件后台进行反向操作，最终使钱留
在平台上。
这种诈骗方式极具隐蔽性， 令 人 不
寒而栗， 但并不是完全不可以预防，因
为行骗者的作案手法也是有迹可循的。
犯罪分子或虚构白富美、高富帅以谈情
说爱诱骗投资者入局， 或通过直播教
室 、QQ 群 以 巨 额 收 益 诱 惑 投 资 者 加 入
由他们控制的交易平台。 为了增强可信
度，骗子甚至还会在网上建立一个看似
正规但实际根本不具备合法资质的空
壳公司。 投资者轻信入局后，便不得不
承担黑平台名目繁多的交易费用。 以手
续费为例， 宣传为万分之六的手续费，
随着成交金额一同被杠杆后竟可高达
2%左右。 因为交易平台声称数据与国
际接轨，投资者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投资

是有赔有赚的事情。 殊不知巨额亏损的
背后是黑平台的刷单、锁仓，甚至重仓
买入反单操作， 以使投资者一夜爆仓。
等投资者反应过来时，可能已经血本无
归了。

参与交易前应做好尽职调查
对于这种 “平台猫腻”，“好金融”
研究苑苑长、 北京大学副教授邢恩泉表
示：“这种看似高明 的 局 中 局 其 实 是 利
用与放大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 既然是
人性中的某些弱点， 那么一定是人皆有
之，只是其中的‘度’存在差别。 特别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 这种弱点
就会更加脆弱与危险， 这时的被骗指数
会瞬间激增。 尽管人性的某些弱点不可
能被完全克服， 但在进行与钱有关的各
种活动时， 充分学习与防人之心是必要
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
北京大学教授窦尔翔针对这种隐蔽
的平台骗局，站在监管、平台本身及投资
人多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缺乏
集中有效的交易平台资质公示机制；第
二，投资者不理性、水平低；第三，平台拥
有交易信息的编造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
份，如同赌场中间的勾结，使得平台拥有
了‘出金融老千’的机会。 事实上，所有交
易平台的名单应该在集中场所进行鲜明
有效简单的公布，任何平台的网站链接都
应做到‘上下可逆查询’。 投资者不应当
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交易平台和陌生人的
溢美宣传，尤其是现货黄金、现货原油、现
货白银、现货外汇等交易品种。 应当将‘信
息技术 +’的‘类金融交易平台’的监管
上升到国家责任的层面。 ”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站宋健同样认为， 地下非法贵金属和原
油交易在中国由来已久，也是屡禁不止，
这类交易从根本上讲属于诈骗活动，不
存在真实交易背景， 所以认清交易平台
的合法性，远离非法交易才是根本。 不要

参与任何不被认可的非法交易活动，即
便参与的话， 也应第一时间咨询当地金
融监管部门或者查阅机构自身资质的合
法性。
的确，现代金融监管的核心理念就是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没有接受监管的
金融活动实际上就是没有投资者保护的
商业活动，自然非常危险。 北京大学副教
授李昕 旸 也指出，当前，所有被监管金融
机构的信息都是公开可查询的，故投资者
应该在参与交易之前做好尽职调查，只参
与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行为，不参与
无监管交易。 采访中，北京大学硕士研究
生崔丽 珺 表示， 事实上自 2014 年 315 晚
会曝光非法交易平台内幕后，投资新型衍
生品存在被诈骗风险的事实已被大众逐
渐认知。 但仍有投资者受高收益诱惑入
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上确实存在
投资理财需求，而怎样将这些需求引导向
一个正规的、受监管的渠道帮助投资者获
利，是在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的今
天，我国相关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投资
者应谨慎地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交
易， 不要被所谓的高收益蒙蔽了双眼，要
知道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是亘古不
变的真理。
此外，投资者还可通过如下几方面初
步判断现货投资平台的真伪。 首先，正规
的现货平台绝对和国有五大银行挂钩，能
够自由出入资金，通过合理报价来进行交
易。 其次，正规的现货平台绝对不会收取
投资者的银行账户和密码，所有的重要信
息都是投资者自己保管。 第三，正规的现
货平台是和银行进行结算，可以自由出入
资金， 而不是通过平台进行转账交易，不
会出现不能出金的情况。 第四，正规的现
货平台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所有的
APP 和 客 户 端 都 可 以 通 过 官 网 进 行 下
载， 并且网站附带所有操作规则和建议，
不会让投资者盲目去进行操作，并且交易
系统是全封闭的，不能通过未授权的第三
方系统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