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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场外配资的情况
下，一种全新的“加杠杆”炒股
方式悄然兴起，并受到热捧。
这种方式就是众筹炒股。

90 后“复旦股神”刘正泰
曾公开表示，他依靠 2 万元的
本金，在 2012 年至 2015 年获
得3年超过10倍的收益。在去
年上半年牛市的助推下，这位
年仅 24 岁的基金经理逐渐成
为财经电视节目的座上宾。但
走出“象牙塔”后，开始管理更
为庞大的资金时，刘正泰很快
便遭遇市场的迎头痛击。旗下
私募基金——复盈 1 号基金的
净值已经跌破0.6元，而正式的
基金合同竟未设止损线。除了
正规基金的风控荡然无存外，
刘正泰更大的麻烦还来自于阳
光 私 募 基 金 之 外 的“ 众 筹 炒
股”。

众筹炒股又被称为集资炒
股，在业内叫“股票合买”、“股
票跟投”等。但在场外配资叫
停之后，民间资金通过互联网
再次流入股市。在此背后，是
一批充当“中介”的互联网理财
平台和“炒股达人”的身影。

在调查中发现，这种众筹
炒股的模式里有三个角色：一
是“炒股达人”，即实际操盘人；
二是投资者，即跟投人；三就是
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的互联
网理财平台。其具体的操作过
程是，理财平台根据特定的标
准和条件去寻找或者通过审核
平台上自荐的投资人，筛选、认
证出一批炒股能力较强、过往
交易业绩较好的“炒股达人”，
然后由其在平台上发起众筹项

目，项目募集资金只能用于二
级市场股票交易。

目前众筹炒股大部分都有
加杠杆，据调查显示，在投资
前，操盘人会拿出一定的保证
金，目前保证金比例为 1：1 到
1：4 之间，如产品是 40 万元的
规模，操盘人得拿出至少 10 万
元，但也有的产品只需要操盘
人保证金出资达到 10%的比
例。而目前的平均杠杆基本都
是在4~5倍。

对此有私募人士指出，众
筹炒股暗藏多重风险：其一是
众筹炒股目前没有相应的监管
措施，游走在监管真空地带，存
在被叫停的风险；其二是与此
前的“代客炒股”模式相同，代
客理财需要相关的金融牌照，
但作为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的互
联网金融平台，存在资金监管
漏洞，不管是操盘人还是投资
者的本金风险都较大；其三是

《网贷管理办法》已明确禁止向
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市场的融
资提供信息中介服务；其四就
是股市本身存在风险，一旦投
资失败，投资者预期收益将化
为乌有。

一位私募行业律师表示，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众筹的
相关法律规定，但众筹在实践
中是受到法律限制的，一旦越
过法律红线，涉及“向社会不特
定对象募集资金”，很容易被认
定为“非法集资”。此外，众筹
炒股平台首先需要具备相关的
金融资质，其次需要具备一套
监管体系，否则少了监管环节，
存在很多风险隐患。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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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另类捞金术，玩的就是“套路”

有媒体人士为进行调
查而加入了一些微信荐股
群，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
些“股神”建立的群宣称免
费推荐股票，不过是让投
资者给其持有的股票“抬
轿”。在调查中发现，有投
资者在群里抱怨，一些股
票从 K 线图上看，已经涨
幅很高了，群主仍然建议
大家追高，而结果往往就
是被套。对此投资者在群
里追问怎么老是被套，结
果竟被踢了出来。随后该
投资者试图通过微博、微
信等方式与荐股者联系，
发现微博和微信上均已被
对方拉黑。

另外还有些“股神”同
样打着免费荐股的旗号拉
人入群，但是对进群的投
资者资格有严格的资产要
求，其中 10万元以下的是
初级群，入群者要把自己
的账户截图给群主验证才
能入群，而 50 万元以上又
是高级群。他们对外宣称
一个 500 人的群，按照一
人 50 万元计算，一个群就
有 2.5 亿元的资金，很容
易对一只个股进行影响。
有业内人士称，这些“股
神”实际大部分都是庄家
的托，一些是为了帮庄家
拉抬股价，或者是庄家出
货让这些投资者接盘，充
当了“接盘侠”。

A 股就从来不缺乏股神的传说，也诞生出了一批批

“股神级”的人物。最近，进入媒体视野是两大“股神”：

一位是“八年赚一万倍”的“赵老哥”，这位曾感叹女人比

股票复杂的顶尖游资结婚了；另一位则是 90 后“复旦股

神”刘正泰瞬间跌落神坛，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在微博、微信中频频现身荐股的“股神”们，背

后隐藏着多少股市中的“套中套”呢？有媒体人士对此

展开了调查，终于搞清楚了这些股神的另类捞金术，其

实玩的都是“套路”。

目前在微博、微信等渠道频
现“股神”，宣称有抄底逃顶的炒
股神技，实际上这些“股神”都是
用预测行情来吸引投资者关注，
先期免费推荐一些股票，让投资
者尝到甜头后，即邀请他们加入
更高等级的群，然后对投资者进
行“洗脑式”宣传，甚至用 100%
以上的超高收益吸引投资者入
局。而进入这些群的投资者在
后期想要获得荐股信息，则要缴
纳高额的会员费。

对此，有私募人士指出，实
际上微信荐股手段很简单，首先
注册一个微信群，取一个含有

“涨停”、“黑马”等极具感染力字
样的名字，之后就找一些当前的

热门概念股进行发布，如果涨停
就留着，没有涨停就删了。一旦
有粉丝对推荐的股票感兴趣，就
拉粉丝进群。前期提供一些有
可能涨停的股票让他去追，一旦
成功，让粉丝尝到甜头，这时候
就以加钱进更牛的荐股群为名
义吸引粉丝，而一旦粉丝入瓮，
甚 至 还 可 以 收 取 手 续 费 等 费
用。如果群里有人挑事，就踢掉
拉黑。

这些股神宣称如何精准预
判行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
你赶紧“关注我”，尽管预测精
准，不过看起来“股神”们似乎并
不愿与投资者作过多交流，其微
博经常处于关闭评论状态。

除了荐股之外，还有开设线
上投资课堂。90 后“复旦股神”
刘正泰就是典型。根据相关媒
体报道，2014年12月，沪指涨到
3000 点，刘正泰办了两个炒股
微信群，每天躺在床上用微信语
音讲 40 分钟的炒股基础知识，
再请小帮手将他的炒股心得制
成文字版的“炒股课件”，一份
70 元。当有人给他的支付宝转
入 70 元时，他需要做的只是复
制、粘贴，发送。几堂课下来，已
有10余万元进账。

随着来咨询股票问题的投
资者越来越多，刘正泰借势开设
了线上投资课堂。据了解，刘正

泰曾公开对外表示，“开了一个
基于微信群的线上股票培训班，
分为零基础班和进阶班。零基
础班我会每天晚上在群里讲一
两个小时的课，为期七天，每天
晚上我就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
讲了十天左右，每人收学费 100
块。我用这十天的时间把他们
手把手教会炒股。”

另外，进阶班是每人 300 元
学费，后来涨到500元，主要是在
培训微信群里面分析市场趋势，
讲解一些投资案例、技能、经验、
心得，推荐好的股票，公布自己的
买卖情况供大家跟随买卖，累计
已有上千人参加了这类课程。

90 后“复旦股神”刘正泰把
这些捞金术练得如火纯青，据报
道，刘正泰此前还把以前的聊天
记录截图，授课资料整理成册，按
照顺序整理好，储存到网盘里，再
加上一些经典投资书籍（电子
书），把这些资料打包，卖给需要
的人 80 元一份，都不需要宣传，
靠口碑传播，累计卖出近一千份，
又获得了一笔可观收入。

在调查中发现，市场中的一
些“股神”除了举办培训班之外，
一些标榜为知名私募的机构，还
宣称为更好地理论联系实战，全
面系统地学习交易系统，开展操

盘特训实战班。而参加特训实
战班的费用则高达上万元，并兜
售其出版的所谓核心独门秘诀，
价格高达近 2 万元。即使是对
群里的投资者打五折，售价也高
达近万元。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从
其实战来看，选择出一两只小盘
个股即使出现涨停也不奇怪，因
为学员的资金再加上学员向朋
友推荐情况，可以轻松地把这些
个股推涨停。如果这些“股神”
真的有这类核心独门秘诀的话，
留着自己在股市赚钱就行了，还
用得着出来讲课荐股收费？

众筹炒股曝多重隐性风险

捞金术三
卖股票书籍+办实战培训班

捞金术二
开设线上投资课堂等收费

捞金术一
通过QQ、微信荐股收费

相 关

捞金术四
免费加群
替人“抬轿”接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