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倍杠杆豪赌 “黑法” 五花八门

汇率波动 外汇保证金交易黑平台再度兴风作浪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外汇保证金交易信息网站近期曝光了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黑平台。 一位投资者称，2019年3月在朋友推荐下，开户入金了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 起初账户一直在盈利，半个月后，当他申请出金时，一笔出金申请迟迟不到账；另一笔出金申请则一直未通过，多方联系平台方人士无果。

这位投资者的遭遇并非孤例。 尽管外汇黑平台跑路者频现，但在高杠杆的诱惑下，玩家依然趋之若鹜。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炒汇者蠢蠢欲动，外汇保证金交易黑平台再度兴风作浪。 而黑平台的“黑法” 更是五花八门。

400倍杠杆豪赌诱惑

“2019年3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我第一次知道了‘炒外汇’ 这个概念，朋友用自己的收益向我灌输跟着他操作可以轻松赚钱的思想。 在他的推荐下，我开户入金了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并跟着他进行交易。 ” 上述投资者在举报信中这样写道。

“起初账户一直在盈利，半个月后，已经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于是我在 3月18日提交了3万美元的出金申请，随后又提交了一笔1 .8万美元的出金申请。 与此同时，我联系了与我对接的业务员询问汇率，准备再度入金。 几天后，那笔3万美金元的出金仍然没有到账。 不但这笔没到账，那笔 1 .8万美元的出金申请迟迟没有通过，多方联系平台方人士无果。 ”

据了解，外汇保证金交易均含一定的杠杆，一般的杠杆比例维持在 10-20倍之间 ，最高杠杆能达到 400倍，即投资者只需支付 250美元就能进行1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

例如，如果投资者预期日元将上涨 ，那么其投入2 .5万美元 (1000× 0.25%)的保证金，就可以买入合同价值为1000万美元的日元。 如果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涨1%，那么投资者就能够获利10万美元，收益率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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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当投资者的损失超过了一定额度后，交易商就有权停止其交易权限，并要求

其补充资金。

在高杠杆诱惑下，不少投资者将外汇保证金交易当成一夜暴富的工具，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也因此屡禁不止。目前外汇保证金平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虚假平台，即背后根本没有外汇交易的平台；二是在境外注册，受境外监管机构监管，但在境内运营的平台。 5月10日外管局官网发文表示，目前境内监管部门未批准任何机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按金业务。 这表 明

上述两类平台均为非法平台。

近来爆发的案例中不乏虚假平台的例子 。 例如，5月 14日,一伙引诱他人在虚假外汇交易平台进行网络炒汇，并以此骗取受害人全部投资款的诈骗团伙，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

四川省绵阳公安局信息显示：2018年12月，绵阳的周某某 (55岁 )通过同事黎某某介绍，得知他在网上经炒股和炒汇高手叶某指点赚了钱，于是也添加叶某为微信好友，并在叶某的推荐下注册登录一个简称“MT×” 的互联网外汇交易平台开始炒汇。 2018年12月至2019年 1月间，周某某先后9次向该平台账户打入 63万元，在跟随叶某操作一段时间后，其账户金额已达97万元。

2019年1月，周某某又在叶某的指点下，不断加仓某只期指，操作完后却发现不仅账户内的投资款全部亏损，还反欠55000美元。 他通过微信追问叶某，被告知受欧美股市影响，其资金全部赔光了，并让其再存10万美元，且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亏损，愿意双倍赔偿 。 周某某询问同事黎某某 ，得知也损失了 19万元，两人才意识到可能被骗。 与此同时，与周、黎有类似遭遇的还有马

某、王某，二人也是通过添加叶某微信，在对方指导下下载APP炒汇，却先后被骗 171万余元。

据了解，所谓炒外汇平台“MT×” ，正是犯罪嫌疑人为行骗而开发的虚假交易平台，数据由犯罪嫌疑人操控，受害人在平台上看到的赚钱数据全是假的。 犯罪嫌疑人先是将自己包装成外汇分析师，再使用虚构的姓名叶某，在微信上同时与多名被害人联系，引诱被害人在该团伙搭建的虚假外汇平台“MT× ” 上开户并逐步买外汇，被害人转入资金后，再制作虚假的亏损信

息，让被害人误认为所有钱都亏损了，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绵阳涪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罗某、王某5人涉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江某某、张某、郑某、蔡某5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黑法” 五花八门

5月10日，国家外管局官网点名批评了一家外汇平台违规开展业务。 外管局官网显示 ，深圳市信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其境外股东运营的网络炒汇平台提供业务推广服务，招揽境内投资者参与境外外汇按金交易，并违规收取服务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12条，性质恶劣 。 外管局深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 41条，对该公司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18万元。

外管局进一步表明，目前境内监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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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通知》，凡未经批准的机构擅自开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均属于违法行为。

事实上，这不是外管局第一次警告非法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 2018年12月 8日，外管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在公开演讲时表示 ，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机制下，外管局处置了一批非法网络交易平台，其中关闭572家非法外汇交易网站，整改清退18家非法外汇交易网站，并约谈了 16家非法外汇交易网站，另外还有 3家被移交公安机关。

但与此同时，相关论坛上关于外汇保证金平台跑路的传闻却不绝于耳。 为何非法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屡禁不止 ？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面与平台激进的销售模式有关，另一方面或与外汇保证金极高的杠杆有关 。

一位注册了外汇保证金平台账号的朋友介绍，自接受平台介绍之后，每隔几天平台客服便会打电话给他，询问其开户意向，主动提供外汇交易辅导。 客服的电话持续了大半年，直到其明确表示目前没钱不会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

据知情人透露，即便是在境外注册 ，获取了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执业牌照的平台，部分也存在各种猫腻。 据记者了解，黑平台至少存在三类风险隐患：一是无法出金，即在用户要求提现时，平台以各种借口不给提现；二是交易滑点严重，即用户操作时所见的点数和成交的点数有较大差异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用户的一部分收益莫名奇妙消失。 一位玩家表示，由于交易

软件的时滞，滑点无法完全杜绝，但是如果频繁出现严重的滑点，则平台交易软件是否公允就值得怀疑了；三是欺诈，平台莫名奇妙封账号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替用户交易等。

避险联盟网创始人、深圳市星达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财认为，外汇交易是对专业要求很高的业务。汇率波动受诸多因素影响，货币政策、国家经济基本面、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盈余情况等都可能影响汇率。一般来说，央行和大金融机构是外汇市场的主要玩家，个人在外汇市场上赚钱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 较一般的外汇交易，外汇保证金交易含有杠杆，它 对

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能力要求更高，投资者往往低估了预测汇率波动的难度。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汇率走势 ，赌汇率走势的风险很高。 而记者了解到，很多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投资者根本不理解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原理 ，但在高杠杆诱惑下贸然入场。

投资者在外汇保证金平台交易也违法

5月10日，外管局在官网特别指出，客户委托未经批准登记的机构进行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外汇保证金交易），无论以外币或者人民币做保证金，均属于违法行为 。

参与黑平台的外汇保证金交易本身违法，那么外汇交易平台跑路之后，投资者是否可以维权？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申诉 (不正当竞争 )委员会委员肖飒认为 ，对于交易平台来说，即便是注册地在海外，只要向境内投资者提供服务，就在我国相关法律的管辖范围内。 对于投资者来说，委托未经批准登记的机构进行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无论以外币或者人民币做保证金，

均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我国的法律基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初衷，可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保护，具体可提供多少保护要根据平台的情况来定。如果外汇交易平台涉及金融欺诈，被定罪为“金融欺诈罪” ，那么投资者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如果交易平台不涉及金融欺诈 ，平台被定为“非法经营罪”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与交易平台均扰乱我国的金融秩序，投资者不得聘请

律师为自己辩护 。 但是，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有证据表明，投资者确实在相关平台进行了相关交易，投资者仍可从后续平台的资产清算中找回一部分利益。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平台会被定位为金融欺诈罪 ？ 肖飒表示，欺诈的情形还有很多种，如平台通过对交易系统做手脚，使得实际成交的点数和用户委托时所见的点数不同，平台“吃掉 ” 了一些点数。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便涉嫌欺诈。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在资管市场不断规范发展的今天，管理层无法永远为投资者提供“保姆式” 保护 ，投资者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合法合规地参与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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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倍杠杆豪赌诱惑

“2019年3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我第一次知

道了‘炒外汇’ 这个概念，朋友用自己的收益向

我灌输跟着他操作可以轻松赚钱的思想。 在他

的推荐下， 我开户入金了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

平台，并跟着他进行交易。 ” 上述投资者在举报

信中这样写道。

“起初账户一直在盈利，半个月后，已经有

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于是我在3月18日提交

了3万美元的出金申请， 随后又提交了一笔1.8

万美元的出金申请。与此同时，我联系了与我对

接的业务员询问汇率，准备再度入金。 几天后，

那笔3万美元的出金仍然没有到账。不但这笔没

到账， 那笔1.8万美元的出金申请迟迟没有通

过，多方联系平台方人士无果。 ”

据了解，外汇保证金交易均含一定的杠杆，

一般的杠杆比例维持在10-20倍之间， 最高杠

杆能达到400倍，即投资者只需支付250美元就

能进行1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

例如，如果投资者预期日元将上涨，那么其

投入2.5万美元 (1000×0.25%)的保证金，就可

以买入合同价值为1000万美元的日元。 如果日

元兑美元的汇率上涨1%，那么投资者就能够获

利10万美元，收益率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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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当投资者的损失超过

了一定额度后，交易商就有权停止其交易权限，

并要求其补充资金。

在高杠杆诱惑下， 不少投资者将外汇保证

金交易当成一夜暴富的工具， 外汇保证金交易

平台也因此屡禁不止。 目前外汇保证金平台主

要分为两类：一是虚假平台，即背后根本没有外

汇交易的平台；二是在境外注册，受境外监管机

构监管，但在境内运营的平台。 5月10日外管局

官网发文表示， 目前境内监管部门未批准任何

机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按金业务。 这

表明上述两类平台均为非法平台。

近来爆发的案例中不乏虚假平台的例子。

例如，5月14日, 一伙引诱他人在虚假外汇交易

平台进行网络炒汇， 并以此骗取受害人全部投

资款的诈骗团伙，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四川省绵阳公安局信息显示：2018年12

月，绵阳的周某某(55岁)通过同事黎某某介绍，

得知他在网上经炒股和炒汇高手叶某指点赚了

钱，于是也添加叶某为微信好友，并在叶某的推

荐下注册登录一个简称“MT×” 的互联网外汇

交易平台开始炒汇。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

间， 周某某先后9次向该平台账户打入63万元，

在跟随叶某操作一段时间后， 其账户金额已达

97万元。 2019年1月， 周某某又在叶某的指点

下，不断加仓某只期指，操作完后却发现不仅账

户内的投资款全部亏损，还反欠55000美元。 他

通过微信追问叶某，被告知受欧美股市影响，其

资金全部赔光了，并让其再存10万美元，且信誓

旦旦地表示，如果亏损，愿意双倍赔偿。 周某某

询问同事黎某某，得知也损失了19万元，两人才

意识到可能被骗。 与此同时，与周、黎有类似遭

遇的还有马某、王某，二人也是通过添加叶某微

信， 在对方指导下下载APP炒汇， 却先后被骗

171万余元。

据了解，所谓炒外汇平台“MT×” ，正是犯

罪嫌疑人为行骗而开发的虚假交易平台， 数据

由犯罪嫌疑人操控， 受害人在平台上看到的赚

钱数据全是假的。 犯罪嫌疑人先是将自己包装

成外汇分析师，再使用虚构的姓名叶某，在微信

上同时与多名被害人联系， 引诱被害人在该团

伙搭建的虚假外汇平台“MT×” 上开户并逐步

买外汇，被害人转入资金后，再制作虚假的亏损

信息，让被害人误认为所有钱都亏损了，以此达

到诈骗的目的。绵阳涪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罗某、王某

5人涉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嫌疑人梁

某某、江某某、张某、郑某、蔡某5人涉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黑法” 五花八门

5月10日，国家外管局官网点名批评了一家

外汇平台违规开展业务。外管局官网显示，深圳

市信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其境外股东运营的

网络炒汇平台提供业务推广服务， 招揽境内投

资者参与境外外汇按金交易， 并违规收取服务

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12

条，性质恶劣。 外管局深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41条，对该公司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18万元。

外管局进一步表明，目前境内监管部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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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按金活动的通知》， 凡未经批准的机构擅

自开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均属于违法

行为。

事实上， 这不是外管局第一次警告非法外

汇保证金交易平台。 2018年12月8日，外管局总

会计师孙天琦在公开演讲时表示， 在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机制下， 外管局处置了一

批非法网络交易平台，其中关闭572家非法外汇

交易网站，整改清退18家非法外汇交易网站，并

约谈了16家非法外汇交易网站，另外还有3家被

移交公安机关。

但与此同时， 相关论坛上关于外汇保证金

平台跑路的传闻却不绝于耳。 为何非法外汇保

证金交易平台屡禁不止？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方

面与平台激进的销售模式有关， 另一方面或与

外汇保证金极高的杠杆有关。

一位注册了外汇保证金平台账号的朋友介

绍，自接受平台介绍之后，每隔几天平台客服便

会打电话给他，询问其开户意向，主动提供外汇

交易辅导。客服的电话持续了大半年，直到其明

确表示目前没钱不会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

据知情人透露，即便是在境外注册，获取了

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执业牌照的平台，部

分也存在各种猫腻。 据记者了解，黑平台至少存

在三类风险隐患：一是无法出金，即在用户要求

提现时，平台以各种借口不给提现；二是交易滑

点严重， 即用户操作时所见的点数和成交的点

数有较大差异，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用户的一部

分收益莫名其妙消失。 一位玩家表示，由于交易

软件的时滞，滑点无法完全杜绝，但是如果频繁

出现严重的滑点， 则平台交易软件是否公允就

值得怀疑了；三是欺诈，平台莫名其妙封账号，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替用户交易等。

避险联盟网创始人、 深圳市星达伟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财认为， 外汇交易是

对专业要求很高的业务。 汇率波动受诸多因素

影响，货币政策、国家经济基本面、经常账户和

资本账户盈余情况等都可能影响汇率。 一般来

说，央行和大金融机构是外汇市场的主要玩家，

个人在外汇市场上赚钱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

较一般的外汇交易，外汇保证金交易含有杠杆，

它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能力要求更高， 投资者

往往低估了预测汇率波动的难度。 没有人能准

确预测汇率走势，赌汇率走势的风险很高。而记

者了解到， 很多参与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投资者

根本不理解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原理， 却在高杠

杆诱惑下贸然入场。

投资者在外汇保证金平台交易也违法

5月10日，外管局在官网特别指出，客户委

托未经批准登记的机构进行外汇期货和外汇按

金交易（外汇保证金交易），无论以外币或者人

民币做保证金，均属于违法行为。

参与黑平台的外汇保证金交易本身违法，

那么外汇交易平台跑路之后， 投资者是否可以

维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申诉(不正当竞争)委

员会委员肖飒认为，对于交易平台来说，即便是

注册地在海外，只要向境内投资者提供服务，就

在我国相关法律的管辖范围内。 对于投资者来

说， 委托未经批准登记的机构进行外汇期货和

外汇按金交易， 无论以外币或者人民币做保证

金，均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我国的法律基于保

护金融消费者的初衷， 可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

保护， 具体可提供多少保护要根据平台的情况

来定。如果外汇交易平台涉及金融欺诈，被定罪

为“金融欺诈罪” ，那么投资者可以聘请律师为

自己辩护。如果交易平台不涉及金融欺诈，平台

被定为“非法经营罪”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

与交易平台均扰乱我国的金融秩序， 投资者不

得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但是，即便在后一种情

况下，如果有证据表明，投资者确实在相关平台

进行了相关交易， 投资者仍可从后续平台的资

产清算中找回一部分利益。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平台会被定位为金

融欺诈罪？ 肖飒表示，欺诈的情形还有很多种，

如平台通过对交易系统做手脚，使得实际成交

的点数和用户委托时所见的点数不同， 平台

“吃掉” 了一些点数。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便涉

嫌欺诈。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在资管市场不断规范

发展的今天，管理层无法永远为投资者提供“保

姆式” 保护，投资者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合法合

规地参与投资活动。

400倍杠杆豪赌 “黑法” 五花八门

汇率波动 外汇保证金交易黑平台再掀风浪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外汇保证金交易信息网站近

期曝光了一家外汇保证金交易黑

平台。一位投资者称，2019年3月

在朋友推荐下， 开户入金了一家

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 起初账户

一直在盈利，半个月后，当他申请

出金时， 一笔出金申请迟迟不到

账； 另一笔出金申请则一直未通

过，多方联系平台方人士无果。

这位投资者的遭遇并非孤

例。尽管外汇黑平台跑路者频现，

但在高杠杆的诱惑下， 玩家依然

趋之若鹜。 近期， 人民币汇率波

动，炒汇者蠢蠢欲动，外汇保证金

交易黑平台再度兴风作浪。 而黑

平台的“黑法” 更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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