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倍杠杆诱惑

外汇保证金交易死灰复燃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最近向我们反映黑平台外汇保证金交易的人多了起来。 ” 专门跟踪外汇交易平台的外汇天眼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汇率波动，外汇保证金业务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在高达400倍的杠杆比例诱惑下，投资者纷纷入场。

百度搜索指数显示，9月初，外汇保证金交易搜索频次出现了阶段性小高峰。 上述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的外汇保证金平台数以千计，投资者以小散为主，偶有企业主。 这些企业主大多有对外贸易业务，平时有换汇需要，业余时间成为炒汇一族。 但记者了解到，外汇保证金平台花样繁多，令人应接不暇。 而交易平台为赚佣金，利用交易老手喊单，发展下线，叫人跟随，从而活跃交易，赚取佣金。

业内人士提醒，我国明令禁止外汇保证金交易，市场上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均不具备营业资质。 法律人士也提醒，若出现平台“跑路” 的情况，可在居住地向当地派出所以诈骗罪或非法经营罪报案。

400倍杠杆下铤而走险

目前，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的杠杆比例多在100-400倍之间。 在高杠杆下，不少投资者加入了“炒汇大军” 。

一位股份制银行负责外汇交易政策研究的人士帮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定保证金比例为0 .25%，如果投资者预期日元上涨而投入 1万美元的保证金，按照保证金比例1 :400计，就可以买入合同价值为400万美元的日元。 当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涨 1%，那么投资者就能够获利 4万美元 ，实际的收益率达到400%。 但是如果日元下跌了 1%，那么投资者将血本无归，其投入的本金将全部亏光。 当然 ，投资者实际到手的收益还要扣除佣金和利息（杠杆费用）。 但在400倍杠杆的放大效应下，很多投资者争相入场。

据外汇天眼提供的实名投资者举报材料 ，投资者范先生无意中看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旗下“XX投投” 平台，于是于8月 13日开户入金。 交易期间有少量盈利。 但在范先生提交出金（提现）请求后，后台却提示出金通道维护。 范先生联系平台工作人员，平台先是给出回复说正在做合规检查 ，预计一周就能正常办理出金。 后又说资金被国家冻结，目前正在协商。 最后，聚米投投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未能提现的金额，平台以美股转让的形式进行补偿 。 而“XX投投” 方面最新通知称 ，已与部分客户就平台上的资金余额达成了一致并签订协议。 “XX投投” 一家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 截至上周五收盘，该公司市值为4 .22亿美元 。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数千家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其中不乏注册在海外的平台，这些平台宣称具备海外监管机构颁发的资质认证，部分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入场。

“我是在一家澳洲交易平台开户的，今年2月 26日开始入金，合计入金3万美元。 6月 20日发出出金申请 ，截至8月 31日账户仍未有一分钱到账。 催了客服数次，刚开始客服还回邮件 ，让我耐心等待，后来邮件也不回复了。 ” 一投资者表示。 无独有偶，另一投资者表示，其也遭遇这家澳洲交易平台无法出金的问题。 他表示外汇平台客服已经将其微信、手机号拉黑。

记者了解到，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在前期推广时，常常允诺保本保收益。 例如上述后一位投资者就被允诺保本保收益，年化 18%。 因此，其 2017年投入 10万人民币进行投资。

该澳洲交易平台公布的办公地点是悉尼某办公楼的28层 。 不过相关人士赶到现场时，发现该楼的28层入住的机构中并没有金石环球的名字 。 交易平台预留的手机号码，打通之后对方宣称目前并没有客户 ，而交易平台预留的座机号码则一直无人接听。

花样营销推波助澜

“我们有非常厉害的投资人带单，可以一键跟单。 ” 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的营销总监介绍。 他表示，入金2000美元可成为助理，入金5万美元则可以成为总监。 当然 ，不同身份需要发展不同数量的下线，也因此可以从下线的收益中获取不同比例的提成。 该营销总监展示了其平台进驻的“厉害的投资人” 的成绩单。 成绩单显示，2018年以来这些投资人的收益在20%-70%之间。 他介绍，其中一位做英镑、日元汇率的投资人今年以来收益超过50%，秒杀众股票、债券基金。

记者向业内人士咨询该业绩的发生概率。 一位业务内容覆盖外汇交易的香港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记者：“今年英镑对日元呈现了一定的趋势性行情，但行情非常动荡，操作难度很大，每把都做对概率非常低。 如果同时操作 1000个小账户，不同账户使用不同的策略，可能有一两个账户跑出来的收益能超过50%。 但是这种小概率事件不可复制，操盘手也无法事先预测哪个账户会表现好。 ”

由“厉害的” 投资者人带单 ，是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较为常见的营销模式。 上述营销总监称目前其平台上有万余名投资者，“每人每天交易一手，则平台上的投资者可分得3万美元佣金收入。 ” 他说投资者们乐于分享佣金收益 。

另一家北方省会城市的科技公司负责人则表示，其设计的专家系统可以让投资者轻松赚钱。 “这套软件39800元 ，来办公室我们当场辅导 ，你可以现场看看我们操作。 ” 他拒绝记者以投资者名义要求视频展示该操作系统的使用方法。 此外，他表示自从做外汇保证金交易以来，每个交易日都赚钱。

一位专司交易平台推广的人士还介绍，交易平台的推广分线下线上两种 。 线下平台人士潜伏在金融圈各种展会中，向参会人推荐 。 线上则潜伏于各种期货 、虚拟币投资群中。 这类人的风险偏好高，与保证金交易的目标客户重叠度高。 有投资者向记者表示，自己在期货投资群发牢骚称期货投资亏损了，立马有人加微信，介绍他到外汇保证金平台交易。

在花样营销下，不少投资者迷糊入场。 前述外汇天眼负责人介绍，外汇保证金交易吸引的多是20到40岁之间的人，部分具期货、虚拟币投资经验 。 他表示除了跑路，部分平台还涉嫌控制客户账户 ，以及故意“滑点 ” 损害投资者利益 。 “例如，你设置了交易触发点，但是当汇率到达相应点位的时候交易却没有被触发。 部分平台会故意这样做。 平台其实已经完成交易了，却给投资者交易在盈利更低的点位完成的假象，吃掉投资者的一部分盈利。 ” 该负责人说。

监管明令禁止

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联合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网络平台非法从事外汇按金（也称外汇保证金，一般指客户投资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保证金，按一定杠杆倍数在扩大的投资金额范围内进行外汇交易）活动，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社会公众财产损失，影响恶劣 ，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上述提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未批准任何机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按金业务。

根据《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证监发字〔1994〕165号），凡未经批准的机构擅自开展外汇按金交易的，均属于违法行为；客户（单位和个人）委托未经批准的机构进行外汇按金交易（无论以外币或人民币作保证金）的，也属违法行为。

监管部门提示，请社会公众充分认识从事外汇按金活动的危害，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谨防因交易违法造成财产损失 。

而外管局高度重视“外汇保证金交易” 现象重新冒头。 外管局曾在公开场合表明，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实际经验看，跨境非法金融活动涉及两个方向 ：一是从境外到境内，比如境外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跨境在我国提供外汇保证金交易，而保证金交易在我们国家是禁止的。 再如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我国进行 ICO交易，又比如 ，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一个公司 ，披着“洋皮 ” 然后返程通过互联网向国内提供金融服务。 二是境内到境外，即一些境内机构通过互联网在境外开展现金贷交易。 跨境非法金融活动的其中一类就是以交易之名掩盖违法犯罪之实 ，在我国境内提供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平台不乏涉嫌以交易之名行诈骗之实者。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投资者若遇到平台跑路，首先要判断平台真假性和是否存在欺骗成份，若平台存在诈骗性，则行为人有可能涉嫌《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建议到受害者自身所在地派出所报案，由侦办机关到境外收集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尽快处理相关资产，追赃挽损 。 其次，即便平台是真实的，确实与行为人（公司）签署合法合作合同 ，则行为人明知外汇类金融业务必须取得国家牌照，在未取得牌照的情况下，在我国境内从事该行为，涉嫌《刑法》第 225条非法经营罪。 注册地在海外的交易平台，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到海外民事诉讼或报案；或者在我国境内报案，由于犯罪结果地在中国，因此 ，我国公安机关也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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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倍杠杆下铤而走险

目前， 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的杠杆比例多

在100-400倍之间。在高杠杆下，不少投资者加

入了“炒汇大军” 。

一位股份制银行负责外汇交易政策研究的

人士帮记者算了一笔账： 假定保证金比例为

0.25%，如果投资者预期日元上涨而投入1万美

元的保证金，按照保证金比例1:400计，就可以

买入合同价值为400万美元的日元。当日元兑美

元的汇率上涨1%， 那么投资者就能够获利4万

美元，实际的收益率达到400%。 但是如果日元

下跌了1%，那么投资者将血本无归，其投入的

本金将全部亏光。当然，投资者实际到手的收益

还要扣除佣金和利息（杠杆费用）。 但在400倍

杠杆的放大效应下，很多投资者争相入场。

据外汇天眼提供的实名投资者举报材料，

投资者范先生无意中看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AGM集团旗下“聚米投投” 平台，于是于8月13

日开户入金。交易期间有少量盈利。但在范先生

提交出金（提现）请求后，后台却提示出金通道

维护。范先生联系平台工作人员，平台先是给出

回复说正在做合规检查， 预计一周就能正常办

理出金。 后又说资金被国家冻结， 目前正在协

商。 最后，聚米投投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未

能提现的金额， 平台以美股转让的形式进行补

偿。而聚米投投方面最新通知称，已与部分客户

就平台上的资金余额达成了一致并签订协议。

据了解， 目前我国有数千家外汇保证金交

易平台，其中不乏注册在海外的平台，这些平台

宣称具备海外监管机构颁发的资质认证， 部分

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入场。

“我是在一家澳洲交易平台开户的，今年2

月26日开始入金，合计入金3万美元。 6月20日

发出出金申请，截至8月31日账户仍未有一分钱

到账。 催了客服数次，刚开始客服还回邮件，让

我耐心等待，后来邮件也不回复了。 ” 一投资者

表示。 无独有偶，另一投资者表示，其也遭遇这

家澳洲交易平台无法出金的问题。 他表示外汇

平台客服已经将其微信、手机号拉黑。

记者了解到， 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在前期

推广时，常常允诺保本保收益。例如上述后一位

投资者就被允诺保本保收益，年化18%。 因此，

其2017年投入10万人民币进行投资。

该澳洲交易平台公布的办公地点是悉尼某

办公楼的28层。不过相关人士赶到现场时，发现

该楼的28层入住的机构中并没有金石环球的名

字。 交易平台预留的手机号码，打通之后对方宣

称目前并没有客户， 而交易平台预留的座机号

码则一直无人接听。

花样营销推波助澜

“我们有非常厉害的投资人带单，可以一键

跟单。 ” 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的营销总监

介绍。 他表示，入金2000美元可成为助理，入金

5万美元则可以成为总监。 当然，不同身份需要

发展不同数量的下线， 也因此可以从下线的收

益中获取不同比例的提成。 该营销总监展示了

其平台进驻的“厉害的投资人” 的成绩单。成绩

单显示，2018年以来这些投资人的收益在20%

-70%之间。他介绍，其中一位做英镑、日元汇率

的投资人今年以来收益超过50%，秒杀众股票、

债券基金。

记者向业内人士咨询该业绩的发生概率。

一位业务内容覆盖外汇交易的香港对冲基金经

理告诉记者：“今年英镑对日元呈现了一定的

趋势性行情，但行情非常动荡，操作难度很大，

每把都做对概率非常低。 如果同时操作1000个

小账户，不同账户使用不同的策略，可能有一两

个账户跑出来的收益能超过50%。 但是这种小

概率事件不可复制， 操盘手也无法事先预测哪

个账户会表现好。 ”

由“厉害的” 投资者人带单，是外汇保证金

交易平台较为常见的营销模式。 上述营销总监

称目前其平台上有万余名投资者，“每人每天

交易一手，则平台上的投资者可分得3万美元佣

金收入。 ” 他说投资者们乐于分享佣金收益。

另一家北方省会城市的科技公司负责人则

表示， 其设计的专家系统可以让投资者轻松赚

钱。 “这套软件39800元，来办公室我们当场辅

导，你可以现场看看我们操作。 ” 他拒绝记者以

投资者名义要求视频展示该操作系统的使用方

法。 此外，他表示自从做外汇保证金交易以来，

每个交易日都赚钱。

一位专司交易平台推广的人士还介绍，交

易平台的推广分线下线上两种。 线下平台人士

潜伏在金融圈各种展会中，向参会人推荐。线上

则潜伏于各种期货、虚拟币投资群中。这类人的

风险偏好高， 与保证金交易的目标客户重叠度

高。有投资者向记者表示，自己在期货投资群发

牢骚称期货投资亏损了，立马有人加微信，介绍

他到外汇保证金平台交易。

在花样营销下，不少投资者迷糊入场。 前述

外汇天眼负责人介绍， 外汇保证金交易吸引的

多是20到40岁之间的人，部分具期货、虚拟币投

资经验。他表示除了跑路，部分平台还涉嫌控制

客户账户，以及故意“滑点” 损害投资者利益。

“例如，你设置了交易触发点，但是当汇率到达

相应点位的时候交易却没有被触发。 部分平台

会故意这样做。平台其实已经完成交易了，却给

投资者交易在盈利更低的点位完成的假象，吃

掉投资者的一部分盈利。 ” 该负责人说。

监管明令禁止

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联合发布提

示称， 近期， 一些网络平台非法从事外汇按金

（也称外汇保证金， 一般指客户投资一定数量

的资金作为保证金， 按一定杠杆倍数在扩大的

投资金额范围内进行外汇交易）活动，严重扰

乱金融秩序， 造成社会公众财产损失， 影响恶

劣，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上述提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

未批准任何机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

按金业务。

根据 《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

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证监发字〔1994〕165

号）， 凡未经批准的机构擅自开展外汇按金交

易的，均属于违法行为；客户（单位和个人）委

托未经批准的机构进行外汇按金交易（无论以

外币或人民币作保证金）的，也属违法行为。

监管部门提示， 请社会公众充分认识从事

外汇按金活动的危害，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

力，谨防因交易违法造成财产损失。

而外管局高度重视 “外汇保证金交易” 现

象重新冒头。 外管局曾在公开场合表明，从国家

外汇管理局实际经验看， 跨境非法金融活动涉

及两个方向：一是从境外到境内，比如境外公司

通过互联网平台跨境在我国提供外汇保证金交

易，而保证金交易在我们国家是禁止的。再如通

过互联网平台在我国进行ICO交易，又比如，境

内公司在境外设立一个公司，披着“洋皮” 然后

返程通过互联网向国内提供金融服务。 二是境

内到境外， 即一些境内机构通过互联网在境外

开展现金贷交易。 跨境非法金融活动的其中一

类就是以交易之名掩盖违法犯罪之实， 在我国

境内提供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平台不乏涉嫌以交

易之名行诈骗之实者。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投资

者若遇到平台跑路，首先要判断平台真假性和

是否存在欺骗成分，若平台存在诈骗性，则行

为人有可能涉嫌《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建

议到受害者自身所在地派出所报案，由侦办机

关到境外收集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尽快处理

相关资产，追赃挽损。 其次，即便平台是真实

的，确实与行为人（公司）签署合法合作合同，

则行为人明知外汇类金融业务必须取得国家

牌照，在未取得牌照的情况下，在我国境内从

事该行为，涉嫌《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

注册地在海外的交易平台，投资者也可以选择

到海外民事诉讼或报案； 或者在我国境内报

案，由于犯罪结果地在中国，因此，我国公安机

关也有管辖权。

400倍杠杆诱惑

外汇保证金交易死灰复燃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最近向我们反映黑平台外

汇保证金交易的人多了起来。 ”

专门跟踪外汇交易平台的外汇

天眼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近期汇率波动，外汇保证金

业务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在高达

400倍的杠杆比例诱惑下， 投资

者纷纷入场。

百度搜索指数显示，9月初，

外汇保证金交易搜索频次出现

了阶段性小高峰。 上述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国的外汇保证金平台

数以千计， 投资者以小散为主，

偶有企业主。 这些企业主大多有

对外贸易业务， 平时有换汇需

要，业余时间成为炒汇一族。 但

记者了解到，外汇保证金平台花

样繁多，令人应接不暇。 而交易

平台为赚佣金，利用交易老手喊

单，发展下线，叫人跟随，从而活

跃交易，赚取佣金。

业内人士提醒，我国明令禁

止外汇保证金交易，市场上的互

联网交易平台均不具备营业资

质。 法律人士也提醒，若出现平

台“跑路” 的情况，可在居住地

向当地派出所以诈骗罪或非法

经营罪报案。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