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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理财风向标

距离2019年首批银行理
财子公司获准开业已一周年
了。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14
家理财子公司获批开业。这
也意味着，人们购买理财产品
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和以前首次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需要到银行网点面签
不同，购买理财子公司的产品
并不需要面签。在首次购买
理财产品时，银行会对客户
的风险能力进行评估，然后
依据客户的风险测评等级来
匹配合适的产品。去年，多家
银行理财子公司上线营业，投
资者想要购买其旗下的理财
产品仍需要到对应银行线下
网点做风险评估。这一情况
在今年春节后出现了改变，因
为疫情，包括建行、工行以及交
行在内的多家理财子公司纷纷
放开了面签限制，投资者只要
使用对应的手机银行等软件即
可完成线上评估，随后即可购
买理财产品。

为了方便投资者理财，不
少银行开启同业代理模式。

例如，兴业银行旗下的钱大掌
柜，除销售自家银行的理财产
品外，也代售华夏银行、青岛
银行、成都农商行、贵州银行、
海峡银行、恒丰银行等多家银
行的产品。不过，购买理财产
品时需要到银行柜面先进行
风险测评，否则无法购买。

同时，部分银行旗下的理
财子公司产品也“走出家门”
跨行上线。中国银行旗下的
理财子公司发售的一款中银
理财产品，在江苏银行App上
线。这并非理财子公司的产
品首次“跨行”上线。在2019
年，建信理财在网商银行就发
布了2款定期开放的产品。而
在今年上半年，中信银行也代
销过兴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
一款短期固收类产品。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哪
种渠道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一
定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必
要时可以根据产品的登记编
码上中国理财网查询该产品
信息，避免遇到“假理财”。（摘
编自《经济日报》《台州晚报》）

买理财产品
可在线面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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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学

夏季来临，
似乎一夜间，所
有餐厅都开始
提供烧烤和小

龙虾。麻辣小龙虾、冰镇小龙虾、十三
香小龙虾、清蒸小龙虾……是什么让
小龙虾成为了夜宵的代表？

疫情期间，小龙虾的线下销售受
到强大冲击，电商成为了湖北小龙虾
走出去的主要方式。除了电商外，直
播也成为了带货小龙虾的热门渠道。
在淘宝直播间，盒马总裁侯毅与薇娅
带货，5秒卖光600万只湖北小龙虾。

小龙虾卖到几十上百元，却仍然

如此火爆，可以用经济学中的“稀缺性
原则”来解释。相对于人类无限增长
的需求而言，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
内资源总是有限的，相对不足的资源
与人类绝对增长的需求相比造成了
资源的稀缺性。一般用来说明某些
稀缺性东西的价格会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一方面，
小龙虾作为季节性产品，具有一定稀
缺性，易受追捧，因此消费价格普遍偏
高。另一方面，小龙虾的养殖过程中
不能使用农药，在运输、养殖、加工过
程中，损耗高达 20%，导致其成本居
高不下。（摘编自《嘉兴日报》）

小龙虾何以“C位出道”

场外配资最高12倍杠杆

“跑步入场”的资金中，不
少是带有杠杆的资金，尤其是
配资资金不在少数。调查发
现，与年初杠杆率最高达10倍
相比，目前多个配资平台提供
的杠杆率最高提高到12倍，最
高出借资金可达5000万元，月
利率基本在0.8%—1.5%。不
少平台还可以提供免息配资，
平台不收取利息，但参与盈利
分成，以此诱导投资者参与配
资。部分平台同时设置亏损警
戒线和平仓线，以 10 万元本

金、10 倍杠杆为例，警戒线为
105万元，平仓线为102万元，
亏损自己保证金的 80%即平
仓，也就是说，下跌 7.3%就将
被平仓。据一些平台介绍，客
户直接在网站注册然后申请配
资即可，对借款人没有门槛要
求，不需要任何炒股经验，没有
投资风险测评。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所长刘俊海表示，场外配资在表
现形式上仍是民间借贷关系，只
不过募集资金的用途为炒股，不
过该模式非常接近高利贷，投资
者很容易上当。根据新证券法
的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
券业务。因此，从事场外配资
业务是违规违法行为。

非法场外配资扰乱市场

7 月 8 日，证监会曝光了
319策略、鸿满仓、168配资等
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的平
台及其运营机构名单（微信扫

描文末二维码可查看具体名
单）。其实，场外配资在2015年
牛市中就非常火爆，其杠杆配资
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被认为是当
年市场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5年后，证监会对场外配资
进行了一轮大清理，此后对场外
配资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依
然屡禁不止。今年5月起，20
多家地方证监局密集公布了一
批场外配资平台黑名单。

非法场外配资具有很大
危害性。首先，资金成本、交易
风险放大。一般投资者场外配
资需要自有资金担保，还需承
担高额利息；杠杆放得越高，风
险也就越高。市场短期不可
测，通常的配资都是按天或月
为结算周期单位，短线资金在
股市博弈，盈亏概率基本持平，
风险极大。第二，受骗风险巨
大。北京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场外配资机构不具备经营
证券期货业务资质，有的涉嫌
非法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等违法

犯罪活动。第三，在实际操作
中隐含了不少违规风险。“场外
配资人将一定资金额打入由网
贷或金融科技平台主管的账户
内，平台拥有客户密码，可动用
其中资金，这便容易形成资金
池，易导致违规行为。”北京威
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
表示。第四，场外配资扰乱了
资本市场秩序。

A股后市仍需基本面支撑

“现如今每次市场起势，查
配资都是固定动作。对于一些
投资人，最佳撤退信号可能是
国家队减持。如果一查配资就
下跌，那么这个牛市也是水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提醒。

被称为市场风向标的券
商股，近期热度不减，然而，由
于近期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
均超过 20%，中信建投、浙商
证券、中泰证券、太平洋、山西
证券、国金证券和招商证券等

纷纷公告提示风险，提醒理性
投资。此外，还有券商发布了
股东减持公告。

业内人士分析，从历史牛
市来看，A股行情启动多是从券
商等金融概念股开始，背后是宏
观经济基本面向好做支撑。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国际贸
易环境不乐观，都会给经济增
长带来不确定性，没有基本面
支撑，仅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支持，A股长牛面临压力。

“一方面金融改革刺激了
证券市场的发展；另一个方面，
为应对疫情的冲击，国家在基
础建设领域加大投入，刺激消
费的政策相继出台，特别是适
当的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刺激
股市走强的因素。”盈亚证券咨
询首席投顾赵军表示，A 股未
来发展还要看
上市公司的业
绩是否得到大
幅度的提升。

进入下半年，A股走势
强劲。数据显示，截至14
日，两市已连续7天成交金
额超过1.5万亿元，市场行情
相当火爆。与此同时，开始
活跃的场外配资行为也引起
了监管层注意，证监会7月8
日曝光了258家非法从事场
外配资的平台及其运营机
构名单。目前场外配资风
险几何？A股未来将如何
演绎？（摘编自《广州日报》

《经济日报》《深圳商报》）

258家非法场外配资平台被曝光

搭建虚假外汇交易平
台，诱骗被害人投资后，通过
修改、操纵交易数据骗取钱
财。日前，这个诈骗团伙被浦
东警方捣毁，警方共缴获、冻
结涉案赃款560余万元。

今年 4 月底，警方发现，
有不法分子通过网络直播间
引诱投资者至所谓“京石国
际”外汇交易平台进行投资。
浦东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专案
组，侦查发现，该团伙按照诈
骗流程分为运营、技术、讲师、代
理等不同团伙，技术团伙利用境
外服务器搭建虚假外汇投资
及直播平台，代理团伙诱骗投
资者加入讲师团伙的直播授
课，讲师团伙通过“精准预测”
让投资者小额盈利，待投资者
大额投资后，犯罪团伙通过修
改数据，制造投资受损假象，
从而骗取钱财，获利后立即关
闭平台（封盘）、清空数据。

长沙市打非办提醒，目

前存在大量面向境内用户、以
“外汇交易”为旗号进行融资
分红的平台，都不靠谱！近年
来，已有多起外汇理财平台崩
盘跑路、突然关闭或被定性为
传销诈骗等风险的事件发生，
它们的风险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业务牌照涉嫌
造假。部分外汇理财平台为
吸引投资者，往往声称自己受
权威机构监管，或宣称拥有授
权。近期，就有公司声称系“获
得英国FCA认可并受其全面监
管的金融机构”，并附上了FCA
代码，但经查询发现，代码对应
的网站与该公司并不一致。

第二类是交易过程不透
明。部分外汇理财平台对外
宣称“资金安全，只赚不赔”，
实际上，资金并未依法购汇并
汇至境外投资，而是被暗箱操
作、不断蚕食。例如，部分平
台就是其客户的交易对手
方。新手往往能获得较高收
益，但投资者加大投入后会慢
慢出现亏损，在平台的建议下
操作或采用自动跟单的模式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第三类是利用“传销模
式”发展客户。部分外汇平台
以“互助理财”的名义，发展下
线，按层级返利的方式不断吸
引新投资者加入，这种模式涉
嫌传销。例如，外汇平台沃尔
克（http：//walkert.cc）声 称

“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英国金
融公司，受FCA监管，保证客
户本金安全，投资者每月可获
得最低比例收益和三次分红，
同时投资者可通过发展线下
获得提成，一般可以获得10层
下线一定比例的分红”。该平
台通过这种业务模式迅速吸引
了大批投资者。经核查发现，
沃尔克并不在FCA的监管范
围，且该平台已无法正常提现。

第四类是打着“外汇交
易”旗号“持续高额分红”。部
分平台以“外汇交易”为旗号
融资，进行“持续高额分红”。
这类模式成立的前提是建立
在“外汇交易”盈利始终大于

“分红”的基础上，而盈利有不
确定性，这类平台宣称的持续
盈利绝不可能，极可能就是

“庞氏骗局”。（整理/曹虹）

“外汇交易”谨防骗局

长沙市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