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宣传月

一、什么是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是指未经批准从事依法应由证券监管部门

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批准，应受法定监督的证券发行和经

营证券期货业务的活动。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具有涉及面广、欺骗

性强、危害性大、蔓延速度快等特点，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毒瘤，

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中小投资者一定要注意防范非法

证券期货活动，维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二、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具体有哪些形式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编造公

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

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二是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

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华代

表处”等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

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三是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

报为诱饵，诈骗群众钱财。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打击力度不断

加大，不法分子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花样也不断翻新，投资

者需要小心识别，防止掉入这些陷阱。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涉众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

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不法分子往往使

用虚假身份和虚假信息，通过夸大宣传、承诺收益等手段，以各

种形式作掩护，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不法分子骗取投资者钱财

后，往往立即挥霍一空，或者逃之夭夭，投资者损失难以追回。

三、如何识别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1、看业务资质。证券期货行业是特许经营行业，按照规

定，开展证券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相应业

务资格。如果想要知道一家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可以通

过中国证监会网站( www.csrc.gov.cn )查询行政许可信息栏

目，同时还可以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www.szse.cn) 、 北 京 证 券 交 易 所

(www.bse.cn）网站查询新股发行的具体信息；如果想要知道

一家公司或人员是否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可以登录中国

证监会网站或中国证券业协会（www.sac.net.cn）和中国期

货业协会( www.cfachina.org）网站进行查询。

2、看营销方式。开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要遵守证券期

货法律法规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合法的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在进行业务宣传推介时，一般会采用谨慎用语，不

会夸大宣传、虚假宣传，同时还会按要求充分揭示业务风险。

但是，不法分子大多利用投资者“一夜暴富”或急于扭亏的



心理，较多采用夸张、煽动或吸引眼球的宣传用语，往往自

称“老师”、＂股神＂，以“跟买即涨停”、“推荐黑马”、

“提供内幕信息”、“包赚不赔”、“保证上市”、“专家

一对一贴身指导”、“对接私募”等说法吸引投资者。证券

期货投资是有风险的，不可能稳赚不赔。

3、看汇款账号。一般来说，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目的是

为了骗取投资者钱财，获取非法所得。为达此目的，不法分

子往往会采取各种推销手段，如打折、优惠、频繁催款、制

造紧迫感等方式，催促投资者尽快将资金打入其控制的银行

账户。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

也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不会用个人账户或非本

机构账户进行收款。投资者在汇款环节应当格外谨慎，如果

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投资者一定不要

向其汇款。

4、看互联网址。非法证券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

殊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构成，或在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网址

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数字。投资者可通过证监会网站

或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看合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的网址，不要登陆非法证券期货网站，以免误入

陷阱，蒙受损失。

四、网络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十种常见骗术



骗术一：假冒合法机构或人员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利用网站、APP、微信等渠道冒充合法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或其合作伙伴，有的还设立山寨网站和冒牌

机构，公布虚假的专业资质证书、专业团队，以开立账户、推荐

股票、承诺收益、收取会员费或指导费、委托理财等方式开展非

法证券活动，诱骗投资者上当。往往要求将会员费、咨询费、服

务费等汇入其指定账户，特别是个人账户。此外，还有不法分子

假冒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名义,以弥补投资者亏损为名进行诈骗。

案例：不法分子冒充某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加好友后向

客户发送该证券公司最新的交易软件，向客户介绍最新的软件支

持免费十档行情，享有费率优惠等。投资者王某被免费、优惠的

功能所吸引，于是下载该软件进行注册。在进行银行卡绑定时，

在该“工作人员”引导进行银证转账，经操作后账户资金余额变

为 230 元，资金不知去向。王某立刻跟“工作人员”联系，此时

已被删除微信好友。经查证，该交易软件 APP 为不法分子假冒证

券公司 APP，通过使用与证券公司官方软件的标识一致的 APP 进

行诈骗。

骗术二：专家免费推荐牛股

主要手法：一是不法分子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添加

好友）、微博、论坛、股吧、QQ 等，以“大数据诊股”“推荐

黑马”“专家一对一指导”“无收益不收费”等夸张性宣传术语，



或者鼓吹过往炒股“业绩”，招揽会员或者客户。二是投资者加

入微信群、QQ 群、网络直播室后，有自称“老师”“专家”“股

神”“老法师”的人，以传授炒股经验、培训炒股技巧为名，实

际上向投资者非法荐股，以获得“打赏费”“培训费”或者收取

收益分成等方式牟利，也有的不法分子先免费推荐股票，然后借

机邀请投资者加入“内部 VIP 群”或“VIP 直播室”，宣称有更

专业的“老师”提供更高端的服务，并以各种名目收取高额服务

费。这些所谓的“专家”均不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案例：

赵某自封资深的“牛股师”、“私募王牌操盘手”，宣称曾在多

家知名证券公司工作，在多家网站博客张贴股票账户截图炫耀其

操作的股票均有盈利，并自我吹嘘其通过内部渠道获取翻倍牛股

的投资信息，以诱导投资者与其联系。赵某招兵买马，指示员工

通过 QQ 群、手机短信、售卖股票软件等方式指导投资者买卖股

票，以“指导费、咨询费、服务费、会费”等名义收取投资者

800 余万元，投资者亏损严重。

骗术三：直播间荐股背后的“杀猪盘”

主要手法：个人或机构在网络直播平台开通直播房间，成为

“主播”“播主”“圈主”，以“股神”“大 V”“老师”自居，

号称拥有资深投资背景、神奇实战业绩，利用“高手指导”“大

佬看盘”“名家谈股”等名目宣传诱导投资者充值购买“金币”

“鲜花”等平台虚拟币或礼品，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



“付费问答”等各种项目让投资者持续缴费。甚至利用网络直播

室实时喊单，指挥投资者同时买卖股票，为大额出货进行忽悠式

荐股，诱骗投资者高价接盘，当天股价暴跌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

涉嫌诈骗、操纵证券市场、非法荐股（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

罪活动。案例：2020 年 9 月，某团伙通过多个 500 人微信群招

揽大批投资者在某财经直播间开展“直播荐股”活动，宣称某股

票至少还有 3 个涨停板，鼓动大批投资者以涨停价格买入该股

票。百余位投资者听信“直播大 V”带有蛊惑性言论以涨停价买

入该股票后连续 3 天跌停，以致损失惨重。该团伙不具备证券投

资咨询经营资质，在 QQ 群、微信群潜伏大量“托儿”吹嘘其在

“荐股高手”的推荐下取得高额盈利，夸大资金实力，引诱投资

者进入某财经直播间。在直播间用蛊惑人心的话术诱导投资者使

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以涨停价高位接盘股票，致使投资者损失惨

重，并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骗术四：“专业机构”“内幕消息”等诱饵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微博、博客、QQ 群、股吧、

短视频等，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假借

“私募基金”“专业机构”“内幕消息”等诱饵招揽会员或客户，

收取会员费、咨询费或服务费等；有的还宣称可提供股票信息和

买卖时点，以获得高额收益，并收取高额费用或分成。案例：投

资者张某在家接到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国内知名私募基金公



司，拥有大量的内幕信息，有高手负责操盘，保证盈利。投资者

向该机构缴纳一定费用后，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提前得知买卖股

票的信息。投资者缴纳的费用，从 15800 元到 58800 元不等。张

某经介绍上网浏览了该公司网站，看见网站上公布了大量股票研

究报告和行情分析，觉得该公司非常专业，便同意接受该公司的

咨询服务并缴纳了服务费。事实上该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并不

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质，张某缴纳的服务费也打了水漂。

骗术五：承诺高收益非法代客理财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利用门户网站、财经网站、论坛、股吧、

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作为营销平台公开招揽客户，往往以

“承诺收益”、“利润分成”、“坐庄操盘”等形式吸引投资者

参与委托理财，投资者虽然无法核实其委托理财的合法性，但在

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仍然与不法分子签订所谓的“委托理财协

议”，在交纳投资款后，最终大多无法收回投资款或遭受重大损

失。事实上，这些骗子基本上采取对多个上当投资者的账户与自

己的账户进行反向操作的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甚至非法侵占投

资者的财产。案例：投资者王某接到某咨询公司电话，业务员称

该公司为专业的证券投资公司，可以向投资者推荐股票，由投资

者自行操作，利润三七分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王某同意了与

该公司的合作，第一只股票赚了 1万，王某按照约定给公司汇去

了 3000 元。可是其后推荐的几只股票却是连续下跌，王某想找



公司的业务员讨要说法，而电话却再也打不通，王某为此经济损

失较大。

骗术六：销售神奇炒股软件

主要手法：以销售证券咨询类软件工具、终端设备，或售后

服务、技术培训等名义变相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不法分子推

销“荐股软件”时往往进行夸大宣传，吹嘘软件的“神奇”功能，

甚至宣传能通过人工提供或调节软件“股票池”“要做好股票，

就加入公司，成为会员，由专家指导”等，达到其欺骗投资者的

目的。案例：李某在某网站看到宣传有一款炒股软件，声称能准

确揭示股票买卖点。网站上的热线电话接线小姐非常热情地介绍

了该软件的炒股业绩，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购买软件成为会员还

会有股票信息提供，保证稳赚不赔。李某因近期市场震荡，股票

套牢，便心急如焚地花 5000 元购买了该软件，使用期为 3个月。

但不久，李某发现该软件的实际效果与宣称内容大相径庭，遂向

公司提出退款。公司则称可以免费给李某展期服务 3个月，并推

荐有内幕信息的股票。随后，李某每次都是高买低卖，不仅没有

赚到钱，反而陷入重度亏损的境地。经查，该公司无证券投资咨

询资格，实际是以销售荐股软件的方式从事非法投资咨询活动。

骗术七：诱导参与新品种投资



主要手法：在推荐的“牛股”不灵后，不法分子便以“股市

行情不好”“炒股利润率低”等理由，向投资者推荐外汇、贵金

属、石油、邮币卡、大宗商品，或者境外指数等新型投资产品。

号称这些新投资品种具有投入低、收益高、交易灵活方便的特点，

适合普通人投资或与股票进行组合投资。微信群、QQ 群内的“托

儿”则伪装成投资者现身说法，上传交易盈利截图，吹嘘获利丰

厚，诱导其他投资者下载交易软件或 APP 注册开户，并入金参与

交易。案例：此类案例中，这些新品种大都实行杠杆交易，有的

杠杆高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行情稍有波动便造成大幅损失；有

的交易平台或其展业机构以“喊单”等手段引导投资者频繁交易，

赚取高额手续费；有的平台故意反向“喊单”，导致投资者迅速

亏损、爆仓；有的平台以更换“高级老师”帮助投资者挽回损失

为由要求追加资金，导致亏损进一步加剧；有的在投资者资金损

失殆尽发现上当受骗后，即把投资者拉黑或踢出交流群。这些交

易平台有的是与投资者对赌，投资者的亏损就是交易平台及其会

员等展业机构、营销人员的收入。有些交易平台实行虚拟交易，

其交易走势图（K 线图）复制境外市场以往行情，由不法分子通

过后台操控，投资者一旦参与交易大都血本无归。

骗术八：以“会员升级”“补款退赔”等连环行骗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亏损后，利用投资

者已处于亏损的尴尬局面，采取各种“话术”蛊惑投资者参加更



高级别的会员组，缴纳更多的“会员费”，造成投资者亏损越来

越大。案例：投资者 A 交了 5000 元会费，成为了某投资咨询公

司的会员。3 个月来，其所购买的由该公司“王老师”推荐的股

票均处于亏损被套的状态。一日，投资者 A 接到该公司售后回访

的电话，回访人员称公司所推荐的股票都是涨停股票，对 A 亏损

的情况一定会彻查清楚。两天后，A 接到自称为“某总监”的电

话，称为了弥补 A的损失，公司以优惠的价格将 A 升级为高级会

员，只要再缴纳 8000 元就能享受到 38868 元高级会员的待遇，

由其亲自指导炒股，保证能获取 50%以上的收益。为了挽回之前

的损失，A 又给该公司汇去了 8000 元，原本以为可以挽回亏损，

可是随后电话就没人接听了。A 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一骗

再骗，掉进了非法投资咨询机构的陷阱。

骗术九：虚假“原始股”“转板上市”“海外上市”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借“科创板”“创业板”“纳斯达克”

等概念炒作，以“原始股”“转板上市”“海外上市”为幌子虚

假宣传、虚构材料，编造公司即将上市的假象，诱导不明真相的

个人投资者购买所谓“原始股”；有的公司在推销产品时兜售“原

始股”，承诺高比例分红，吸收大量社会公众资金。案例 1：苏

某加入 B 私募公司工作人员推荐的微信群，为群里天天推荐的涨

停股心动不已。B 私募公司工作人员向苏某推荐购买新三板 H 公

司的原始股，并称该原始股最多 3个月就会 IPO 上市，上市后会



有十几个涨停板。苏某听信鼓吹，向 H 公司股东李某汇款 75 万

元，购买了 5万股“H公司股票”。苏某汇款后，就被踢出了微

信群。半年后，苏某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才知道自己汇去的款

项并未兑成 H 公司股票，而是被他人占用。案例 2：某日，小刚

的微信上有名女性加他好友，闲聊之下，该女性自称其叔叔是某

证券交易所的领导，有内幕信息，得知某公司即将从新三板转主

板上市，预测该公司股价在主板挂牌上市后肯定会大幅上涨。小

刚认为机不可失，询问购买该公司股票的途径，该女子于是“半

推半就”地帮忙解决了小刚购买新三板股票的资格，并牵线搭桥

联系到该公司某股东，双方几度磋商后，十分愉快地以 15 元每

股的价格交易了 80 万股，价值 120 万元。小刚之后稍觉不妥，

于是亲自致电该公司询问，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告知小刚，现今公

司股票价值仅 1-2 元，且公司亏损严重，即将在新三板市场摘牌。

小刚方知被骗。

骗术十：出售“投资者教育”“炒股”课程

主要手法：不法分子通过拨打电话、添加微信好友等方式向

投资者推销“投资者教育”课程，包含讲解股票知识、分析预测

行情、传授炒股技术、推荐股票及指导买卖点等内容，价格从几

百元到几万元不等，价格高的课程有“老师”提供荐股服务，通

过直播等方式“手把手指导”，表面看是普及理财知识、传授炒

股技法，实际是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在投资者购买“投



资者教育”课程后，让投资者下载其炒股软件，在软件中开户并

转入炒股资金，按“老师”的指导操作，但充值容易提现难，投

资者很难拿回本金。案例：李四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对方推销某

证券投资者教育大讲堂网课，称可以免费听课。李四加对方微信

后，按对方提供的链接进入投教大讲堂页面，里面有老师传授股

票投资经验和技巧，李四听了几次课后觉得效果不错，工作人员

便进一步劝诱李四花钱升级高级课程，课程分为几个档次，最低

199 元的入门课程包括“K线入门课程”等服务，而价值 29900

元的高级课程则包括“动态分析系统”和个股推荐服务。李四一

步到位，直接购买高级课程，严格按老师每日推荐的个股和交易

时间进行投资，但两个月后，亏多盈少，原先神乎其神的“老师”

推荐的股票连连下跌，损失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