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和委托理财活动风险投资者教育典型案例

一、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典型案例

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是指有关机构或个人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擅自从事为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非法证券投资咨询主要有以下

几种手法：

（一）通过建立网站、博客以及 QQ、MSN、UC 等聊天工具招收会员，推荐股票骗取钱财。

案例一：李某在浏览网页时，看到一个财经类博客，该博客发布了“重大借壳机会，潜在暴力黑

马”等 40 多篇股评、荐股文章。在对这些文章的评论中，一些匿名人士回复说：“绝对高手”、

“好厉害，我佩服死了”、“继续跟你做”等。李某通过博客中提供的 QQ 号码与博主取得了联

系，缴纳 3600 元咨询年费后成为会员，但换来的却是几只连续下跌的股票，李某追悔莫及。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通常在网络上采取“撒网钓鱼”的方法，通过群发帖子及选择性荐股树

立起网络荐股“专家”的形象。这些所谓的“专业公司”都是无证券经营资质的假“公司”，所

谓的“专家”也大都初涉股市，并不具备高深的证券投资知识和技巧。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接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和理财服务应委托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经

营业务资格的合法机构进行。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名录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

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网站（www.sipf.com.cn）

查询。

案例二：张某在东方财富网的股吧上发现一篇文章，标题是《明日重大利好消息出台敬请关注》，

他很好奇，点击一看，是中信证券公司的网站，网站顶部写着“公司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并

有电子版的批准证书。网站内容主要有“强力个股推荐”、“精确市场预测”、“实战业绩”、

“涨停板股票服务”。张某拨打了网站底部显示的手机号码，业务员陈某说公司实力很强，有专

人研究分析股票，近期几只大牛股都抓住了。于是张某心动不已，按要求向中信证券的业务员“陈

某”账户缴纳了一个季度的服务费 4380 元，对方也传真了一份已盖章的服务合同，并口头保证

15 个交易日获利 120%，总获利不低于 360%。但此后，按公司推荐的股票操作，却只跌不涨，一

周以后张某后悔，想讨回服务费，但发现再也无法联系到陈某，公司的电话也无人接听。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平台假冒合法证券公司设立山寨网站和冒牌机构，企图鱼

目混珠，混淆视听。网址大多为数字与英文的组合，如 www.gp787.cn，

www.38baidu.com,www.1678888.cn,www.gp3334.cn,或采用与合法证券公司相类似的域名。为诱

骗投资者上当，不法分子还声称公司经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有的甚至刊登虚假的资质证

书。在收取投资者服务费时，往往要求投资者将款项汇到个人银行账户中。

监管部门提醒：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要与客户签订书面服务合同，对于那些

不能提供书面服务合同或合同要件不齐备的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投资者一定要高度警惕。另外，

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通过公司专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服务费，对于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

银行账户的证券咨询活动，投资者一定要格外小心。



（二）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免费荐股”广告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案例三：范某在电视上看到某股评节目，股评“专家”称“要想免费获取涨停股票，赶快拨打节

目下方的热线电话”。范某拨打了该热线电话，电话那头的小姐非常热情地介绍了该公司炒股的

骄人业绩以及跟着公司专家炒股可以达到的收益，声称只要交纳会员费后，就能为其推荐涨停股

票。范某抵挡不了该公司持续不断的电话攻势，想先交几千元碰碰运气，于是给该公司汇了 4000

元会费，刚开始，公司推荐的股票确实像预测的一样连拉两个涨停，但没想到从第 3天开始便一

路下跌，比自己操作亏得更厉害。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发布“免费荐股”广告的目的是诱骗投资者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在获

取投资者的联系方式之后便展开强有力的电话攻势，反复向投资者推荐股票，骗取服务费。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不可轻信免费推荐黑马、免费荐股、免费诊股等夸大过往荐股业绩、直接

或变相承诺收益、公开招收会员的非法证券节目和广告，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电话号码和个人资料，

对陌生荐股来电要保持高度警惕。

（三）以出售炒股软件为名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案例四：李某是北京的一名投资者，在电视上看见一名证券分析师有声有色地宣传某公司的炒股

软件，声称该软件能准确揭示股票买卖点，并免费推荐了一两只股票。李某见这几支股票确实上

涨，便拨打了电视上的电话，接电话的业务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购买软件成为会员就会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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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在销售炒股软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夸大宣传软件的荐股能力，并将证券

投资咨询作为软件的功能和后期服务，骗取高额的服务费。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心态，证券市场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没有任何个人和

任何炒股软件能够对市场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不要被任何高额回报的口头承诺所蛊惑。

（四）以私募基金、内幕消息为幌子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案例五：投资者张某在家接到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国内知名私募基金公司，拥有大量的内幕信息，

能为其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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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元服

务费。事实上该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并不具有投资咨询资质，张某缴纳的服务费也打了水漂。

作案手法剖析：许多所谓的专业机构无外乎就是租用一个几十平米的办公场所，并雇用一些对证

券市场一无所知的业务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对投资者进行欺诈的“皮包” 公司。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活动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

“专业机构”和“内幕消息”。接受投资咨询服务时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资格，明确对方身份，选

择合法机构和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五）以代客理财、坐庄操盘、收益分成等名义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案例六：投资者王某接到某咨询公司电话，业务员称该公司为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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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同意了与该咨

询公司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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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为此亏损达

数万元。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以“承诺收益”、“利润分成”、“坐庄操盘”等形式吸引投资者，按

照一定比例进行利润分成，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监管部门提醒：“承诺收益”、“利润分成”、“坐庄操盘”均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根据规

定，即使是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员工，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损

失作出承诺，不得与客户约定利润分成。

（六）通过假冒或仿冒合法证券经营服务机构之名从事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案例七：投资者张某接到金某来电，称其是中金公司员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得知他的股票账

户亏损，中金公司可以为其推荐股票，帮助赚钱。出于对中金公司的信任，张某向金某提供的账

户汇入了 3 个月的会员费 6000 元。此后，金某多次通过手机飞信和电话向张某推荐股票。但是，

张某非但没有从其推荐的股票获得预期的收益，反而出现了亏损。感觉不妙的张某致电中金公司

后才知自己上当受骗。

作案手法剖析：不少不法分子为实施诈骗，用与合法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市场专业机构近似的

名称蒙骗投资者，或者直接假冒合法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名义来实施诈骗。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对于主动上门电话、来访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通过查询工商执照、证券投

资咨询资格证书或向证券监管部门咨询等途径核实对方身份，防止上当受骗。

（七）以“会员升级”“补款退赔”“维权收费”等名义进行多次行骗。

案例八：于某 3个月前交了 5000 元会费，成为了某投资咨询公司的会员。3 个月来，于某所购

买的由该公司“高老师”推荐的股票均处于亏损被套的状态，于某非常气愤。一日，于某接到该

公司售后回访的电话，于某将股票亏损情况进行了投诉，电话那头的回访人员称公司所推荐的股

票都是涨停股票，对于某亏损的情况一定会彻查清楚，给于某一个说法。两天后，于某接到自称

为“白总监”的电话，称高某违反公司规定已经被开除，为了弥补于某的损失，公司以优惠的价

格将于某升级为高级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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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又给该公司汇去了 8000 元，

原本以为可以挽回亏损，可是“白总监”却一直没有给他推荐任何股票，电话也没人接听了。于

某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一骗再骗，掉进了非法投资咨询机构的陷阱。



作案手法剖析：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亏损后，仍然蛊惑投资者参加更高级别的会员组，

缴纳更多的“会员费”，造成股票亏损越来越大。甚至有不法分子假冒证监会、交易所名义，以

弥补投资者亏损为名进行诈骗。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觉上当受骗，应立即向证监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

关报案。

二、非法证券委托理财典型案例

非法证券委托理财是指有关机构或个人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公

众媒体招揽客户，擅自代理客户从事证券投资理财的经营活动。

（一）以代客操盘的名义骗取客户资金。

案例八：刘某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广州某投资有限公司，询问刘某的炒股情况，刘某说自

己不会炒股，对方便劝刘某把钱交给他们公司代为操作，保证每月利润在 50%以上，获利后三七

分成，不获利不收钱。刘某有点心动，于是拿出 5000 元汇到指定账户。没过几天，刘某就收到

该公司传真过来的对账单，说刘某的 5000 元已经赚了 2000 元，并称如果刘某汇的钱多一些的话，

赚的利润会更高。欣喜之下，刘某又汇了 3万元。没过几天，刘某又收到一份对账单，显示刘某

账上已有 6 万元。该机构定期给刘某传真对账单，获利最高的时候，刘某账上股票市值已有 20

万元。刘某心想股市有风险，已经赚够了，不如兑现，于是要求该机构将股票卖出后将现金退回

给他。但该机构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干脆不接刘某的电话。最后刘某只得到监管部门投

诉，才知这家机构根本不具备证券经营相关资质，其提供给刘某的对账单也是伪造的，其行为已

构成诈骗。

作案手法剖析：非法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或个人以全权委托、利润分成等诱骗客户上当受骗。

监管部门提醒：投资者接受证券理财服务应选择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证券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机构

进行，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专业公司”，加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关键要克服贪婪，自觉抵

制不当利益的诱惑。

（二）以约定盈利分成的方式从事代客操盘。

案例九：投资者吴某接到某投资管理公司的电话，称公司是专门从事股票研究的机构，现在推出

一种新的理财产品，无需缴纳会员费，只需将自己的证券账户号码及交易密码告诉业务员，由公

司组织专家团队为其操作，公司保证客户资金安全，且保证客户至少不会“赔本”。随后该公司

给吴某发来合同样本。吴某想反正也没交服务费，银行密码在自己手中，资金也很安全，于是决

定试一下。但是，在随后的操作过程中，吴某的股票账户并没有像公司宣称的那样出现迅速升值，

而是在短短一周内已亏损严重。吴某恍然大悟，赶紧终止合作并将情况反映到监管部门。经查，

该公司未经证监会批准，以约定盈利分成的方式代客理财，非法从事证券经营活动，最终被依法

取缔。

作案手法剖析：该投资公司未经批准非法从事证券业务，以“无需缴纳会员费”为诱饵，直接代

替客户操作。并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损失作出承诺。



监管部门提醒：委托不得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投资者应拒绝接受全权委托。“约定利润分成”的

方式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要自觉远离此类违法证券活动。

三、投资者防范非法集资及非法证券活动案例

（一）假“高富帅”瞄准真“白富美”——以谈恋爱为由操作他人账户并骗取高额手续费

案例九：W某是一名仅有高中学历且已婚有子的无业人员。从 2012 年初开始，W某在某网站聊天

吧里定期开立聊天室对股票进行分析研判，并在热门网站上开立博客和微博称自己是从名牌高等

院校毕业的职业操盘手，以在博客和微博上炫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财富实力。W某常常出入高档

场所，看到单身女子便上前搭讪并展开追求，获得好感后告知单身女子自己是操作股票的专家，

邀请女子登录其聊天室听取其讲课、关注其博客和微博看他炫富的内容。单身女子大多会心动，

此时 W 某会要求单身女子将证券账户交由 W某操作，并收取 10%的管理费，而且明确指出证券账

户的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W某通过这种方式骗取了多名单身女子的信任，并操作了众多账户，

收取高额管理费。在 W 某的操作下，相关证券账户绝大多数发生巨额亏损。多名被骗女子向公安

机关报案，W某已涉嫌诈骗被检察机关批捕。

北京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保管好自己的证券账户及资金帐户密码，不要轻信他人高额回报

的利诱。如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借您一双慧眼 识别以“荐股软件”实施欺诈的陷阱

案例十：L 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具备一些财务知识，平时喜欢买卖股票，但收益不佳。某日，L

在网上看到一则极具诱惑的荐股软件广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L 致电了的网站上的销售电话。电

话营销人员在抨击 L 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后，以营造本公司掌握各类“内幕信息”、虚假宣传过

往业绩及承诺高额回报等方式诱导 L购买该公司的荐股软件。半信半疑之下，L购买了该公司一

款近千元的普通软件，随后电话营销人员逐步诱导 L 购买了高价软件、交高额“一对一”专家指

导费、交巨额会员费成为 VIP 会员等等。这样，在电话营销人员的诱导下，L一步一步陷入了营

销“陷阱”,先后缴纳了数十万软件费、升级费、指导费、会员费等等，然而 L 的股票账户仍然

难逃巨亏的现实。最终 L 幡然醒悟，向相关部门咨询后发现该公司根本不具备销售“荐股软件”

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此时 L 才明白其所买的“荐股软件”根本没有任何保证，然而亡羊补

牢为时已晚，L所缴纳的数十万费用及股票账户的巨额亏损都难以追讨。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

大量“荐股软件”，有的软件以承诺高收益或虚假宣传其“股神”业绩等方式误导或欺诈投资者，

损害投资者利益，社会影响恶劣。北京证监局已经会同公安机关查处了若干非法证券咨询机构的

所谓“荐股软件”业务。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证监会出台了《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规定明确了只有具备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才可以向投资者销售“荐股软件”，并明确规定“荐股软件”不得误导、

欺诈客户，不得损害投资者利益。

北京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荐股软件”有风险，购买须谨慎；根据“荐股软件”提示操作而

产生的损失难以追偿；不具备投资咨询业务资质的“荐股软件”涉嫌犯罪，投资者如若发现非法

“荐股软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三）重拳出击 北京证监局大力查处非法销售原始股行为



案例十一：2006 年，钱某、张某某、郭某某通过宣传资料介绍其所谓“美国第一联邦集团”，

称该集团为第一联邦储蓄银行的控股公司，由华尔街一群经验丰富的投资专家、产品专家、营销

专家等著名金融专家组成。钱某等人为使人确信其经营活动合法，竟然将办公地点设在中国证监

会的办公所在地——富凯大厦的隔壁。同时，专门针对急于找工作的人群吸收进入公司，并对其

进行包括“西安交通大学交大长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美国上市项目等培训。美国第一联邦集团

还规定内部员工可以享受一项福利：以内部价格——每股 6元购买西安交大长天的原始股。随后，

钱某公布了CEO查尔斯 辛定下来的销售佣金标准：销售1万股以下，每万股可以提成1500元……

销售 10 万股以上，不仅每万股可提成 7000 元，还有 2000 元底薪和 500 元的奖励。美国第一联

邦集团以“卖得越多，挣得越多”的方式来鼓励员工多销售股票。有关股票的购买者主要都是员

工的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在美国第一联邦集团北京代表处卖原始股几近疯狂的时候，销售人员已

经利令智昏，毫不避讳地发短信、打电话，四处推销西安交大长天的原始股。2006 年 7 月的一

天，一条销售短信竟然发到了公安部驻证监会证券犯罪侦查局一位处长的手机上，这立即引起中

国证监会的高度警觉。根据中国证监会部署，北京证监局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对美国第一联邦集

团北京代表处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暗访，并将整个过程进行录音。录音资料里，该公司北京代表

处业务经理郭某某激情洋溢，口若悬河地在兜售着原始股。

犯罪事实确凿，2006 年 11 月 10 日，北京证监局发出《关于对美国第一联邦集团公司北京

代表处涉嫌经济犯罪问题依法查处的通知》，北京公安局经侦处根据其要求，对该公司钱某、张

某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的犯罪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经公安机关侦查，2007 年 7 月 9 日，该公司中国区总裁钱某、运营总监张某某被刑事拘留，

并于 8 月 15 日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08 年 4 月 15 日，该公司业务经理郭某某经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08 年 4 月 22 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将该案向西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2008 年 11 月 10 日，经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主犯、该公司中国区总裁钱某，

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处以 50 万元罚款；该公司北京代表处运营总监张某某也同

时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处以 50 万元罚款；从犯、该公司北京代表处业务经理郭某某，被处有

期徒刑二年，处以 50 万元罚款。该案也成为北京判决的首例非法经营原始股案。

经过北京证监局多年坚持不懈的打击防范，近几年北京地区非法销售原始股的行为有所遏

制。但近期，伴随着证券市场长期低迷，非法销售原始股的苗头开始显现。2013 年 4 月，北京

证监局又查处了一起通过网络公开发行公司股票案，约 150 人通过网络购买了 M公司的股票，涉

及金额约十八万余元

我国《证券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

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合作；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公开发行证券。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监管部门提醒：一定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同时谨慎对待对于境外上市等盈利性宣传，

切勿因一时贪图盈利而上当受骗。

四、非法证券活动受害人的救济途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

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刑

事追赃程序追偿；如果非法证券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罪，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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