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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狂牛藏計時炸彈
本報記者調查：非法配資平台猖獗 最高可借5億

為何牛市中場外配資屢禁不絕？英大
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表示，主要是場
外配資槓桿有10倍甚至更高，而券商槓
桿僅一倍，相差9倍多。「牛市時期很
多投資者為了博取高收益都採取高槓桿
的方式。」但這種操作存在不規範，且
容易加劇市場動盪，所以監管部門不允
許並持續加以圍剿打擊，但許多平台隱
蔽起來難以全面打擊。
李大霄稱，自2015年牛市興起時，場
外配資就日益繁榮，槓桿最高達15倍。
今番A股牛市場外配資再度死灰復燃，
很多機構和個人都提供場外配資服務，
槓桿率10倍以上，年利率相對券商的
8%低一些，多數為7.2%左右，因此吸
引力較大。但一旦市場出現調整時，場
外配資潮瞬間爆發，導致股市出現大幅
波動，投資者損失慘重。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表
示，近期注意到部分投資者在賺錢效應
驅動下，採取場外配資方式加槓桿，也
有一部分投資者通過按揭或其他手段從
銀行貸款入市，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行
為，對市場是有害的。

防患未然 嚴打非法配資
他說，2015年上半年，因為大量投資

者加槓桿，A股市場從牛市變成了「瘋
牛」，當年5月份隨着清查場外配資，
股市泡沫被刺破，出現了2015年下半年
的暴跌。為了防止再次出現槓桿過高導
致的風險事件，最近中證監公布了250
多家場外非法配資平台的名單，向投資
者提示風險，銀保監會也要求嚴查違規
資金入市。此舉將有利於防止催生資產
泡沫，讓A股市場走出健康牛市。

此次中國證監會曝光的258家非法場
外配資平台中，不但有一些機構涉足，
而且有一些個人也經營場外配資，令市
場混亂不堪。曝光配資平台有42家運營
機構地設在深圳，其中包括寶尚、寶利
閣、財惠賺等，並且有7家配資平台擁
有多個網址。
根據新修訂的證券法規定，證券融資

融券業務為證券公司專營業務，未經證
監會核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
但是，一些人在牛市周期看到大量的需
求，便紛紛開設場外配資平台，以爭搶
市場融資一杯羹。
記者在創磁配資網看到，大量配資平

台在上面打出誘人的配資優惠，簡配資
打出誠邀代理返佣高達95%，打出「您
炒股，我出錢」，目前免息操盤20天，
資金100%雙重保障等；久聯優配聲稱
註冊贈送2019元(人民幣，下同)現金；
德旺配資給最高13倍配資，利息低至
0.5%；聯美配資開戶贈送 9,888元等
等。這些配資平台廣告宣傳均讓人眼花
繚亂，十分吸引人眼球。

通過網絡微信招客
而這些非法配資網站很多是個人或者

機構設立的，他們通過網絡、手機APP
和微信公眾號等吸引客戶，有的是通過

朋友相互之間介紹拉客戶等，誘導投資
者在牛市中通過場外配資發大財。

部分名稱似知名公司
更有甚者，一些配資平台名稱與一些

知名的財經網絡或者證券技術公司十分
相似，令投資者更容易接受，以達到蒙
蔽他們雙眼的目的。如同花順配資平台
由深圳市同順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資
並運營，與同花順財經無任何關聯，目
前這一平台還在運營；而大智慧配資平
台由深圳市大智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運
營，與從事理財業務的上市公司大智慧
沒有關係。

配資平台介紹
1）投資者下載APP，註冊平台用戶；

2）投資者需選擇按日或者按月配
資，時間不同利息水平也不同；
例如選擇10萬元(人民幣，下同)
風險保證金按月配資，需付月利
息0.6%，以10倍槓桿可獲得配
資資金和本金共計110萬元投入
股市；

3）投資者與平台網上簽約協議，將
10萬本金和6,000元管理費轉入
平台賬戶，投資者有獨立證券賬
戶進行A股自主投資，但是不得
投資ST等垃圾股；

4）投資者10萬元風險保證金100萬元
配資，虧損警戒線為105萬元，接
到預警需及時補倉，虧損平倉線為
102萬元，如果投資者不能及時補倉
將會被平倉。

■深圳一配資平台給投資者介紹配資方法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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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房產抵押貸款大增

山寨平台多 優惠五花八門

專家：上次牛市 槓桿高達15倍

6月 底
A股牛市啟

動，機構和散戶投資
者和海外資金潮水般湧入，
在海內外巨量資金推動下，滬指
出現了罕見的八連陽，成交總額更暴漲
至1.6萬億元，較平時增加了一兩倍。為了
保持股市穩健發展，中國證監會日前曝光
了258家非法從事場外配資的平台及運營
機構，遍及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等全
國各地，其中僅深圳就有逾40家平台，佔
全國近五分之一。

支付1.2萬 10萬本金借100萬
投資者林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他在深圳一家名為簡配資平台進行了場外
配資。該平台向客戶推出名目繁多的配資
服務，包括按天配資、按月配資、VIP配
資等，他便選擇了最高槓桿10倍的按月配
資。他拿出10萬元作為保證金，配資平台
可以給其提供100萬的配資，條件是他需
要將10萬元轉到該公司指定的證券賬戶，
由該平台監管，同時林先生要支付月利率
0.6%即6,000元利息、和6,000元賬戶管理
費，共計需支付12,000元給該平台。

倘股票跌 未停板已被斬倉
林先生有些害怕的是，該平台虧損警戒
線是105萬，也就是說，如果滿倉操作的
話，他購買的股票跌幅不到5%就會發生預
警，要他繼續投入本金；平倉線是102
萬，如果跌幅7%，沒有追加保證金的話，
他的股票會被平倉，風險很大。他感歎，
「股市配資是在刀刃上舔血。這就要看自
己的判斷和選股能力，好的話可以賺得
多，虧的話會很慘。」他購買了光大證券
和平安保險等，目前總體表現還不錯，尤
其是光大證券連續多天漲停，他有不錯的
收益。但他最擔心的是出現市場大跌，7
月10日滬指下跌近2%就令他緊張不已。

配資平台打游擊 難杜絕
記者諮詢簡配資平台時，其客服人員表

示，「中證監
對場外股票配資是久
打不絕，其進行『一刀
切』的圍追堵截顯然並不
合適，現在證監會想讓券商
壟斷這個業務，相對平衡股
指大幅度變動。但是我感覺很
難，很多配資平台在遭查處後會
隨時換一個新網址，客戶通過網址
下載APP就很快解決了，資金和賬戶
仍然是安全的。」她還稱，他們現在
業務很忙，有很多人通過平台的APP
進行股票配資，一天配資數量很多，
但她以公司秘密為由拒絕透露具體金
額。記者在該平台上看到，其最高保
證金為5,000萬，可以配資10倍即5
億元，高得讓人吃驚。
另外記者獲悉，廣州一家名為N配

資平台也在大量招攬業務，其網站和
APP同時接單，按天配資槓桿可以做
到5至10倍，10萬保證金10倍配資
100萬，日利率為0.06%，配資金額越
高利率越低，5倍配資利率為0.08%；
10萬元保證金按月配資10倍100萬，
利率為 0.6%。月預存管理費為 6,000
元，與簡配資平台大同小異。
現在股市狂熱，市面上像上述深圳和廣

州的這些配資平台不計其數。記者在百度
上搜索股票配資，結果出現無數個鏈接可
以提供配資服務。正如簡配資平台客服所
講的那樣，場外配資平台是打游擊戰，久
打不絕，即使被禁，隨便換一個網址又重
新開業。尤其是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儘
管全面打擊也確實難以做徹底清除。市場
出現暴跌的話，大量場外配資無疑將會大
量集中爆倉，因而令市場動盪劇增，投資
者也因此損失慘重。

隨着A股在6月底啟動進入牛市，截至7月14日，滬指在7月

至今累漲14.41%，一些個股甚至出現持續四五個漲停。兩市近

幾個交易日成交總額持續維持在1.5－1.6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高位。如此巨量的資金湧入，除了券商融資外，場外配資

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儘管中國證監會日前曝光了258家非法從

事場外配資的平台及運營機構，但是記者經過深入了解發現，目

前深圳、廣州和全國仍有許多配資平台在暗中運營，均可以提供

最高10倍的槓桿，最高可獲5億元配資。而他們的平倉線不足

一個跌停板，因此，一旦市場出現大波動，場外配資將會加劇投

資者拋售，令市場更加動盪。

與場外配資類似的是，一些投資者急於
分享牛市紅利，將其房子進行抵押貸款，
或者通過信用貸款，將這些資金入市投資
股市，其同樣帶來一些風險。
深圳一家從事融資中介服務公司業務經

理鄭小姐告訴記者，之前幾個月很多人找
他們辦理買房的融資服務，通過房產抵押
和信用貸款等投資房地產。現在股市火爆
了，一些人又找他們將房產進行抵押，或
者進行信用貸款，將上百萬的資金投入股
市，以期爭搶牛市的高回報。
鄭小姐稱，他們公司利率也十分優惠，
7月份最新上線大額消費卡，額度從30萬
元至120萬元不等，隨借隨還，可以先息
後本，年化利率僅4.32%，投資者可以以
房屋裝修和購置汽車等名義貸款，然後將
其轉投股市。「近期我們接待這樣的客戶
增加不少，這與牛市不無關係，以前貸款

炒股的案例很少。」她透露，一位從事市
場銷售的嚴先生就將自己第二套房在他們
那裏抵押貸款50萬，時間為半年，年利率
為4.32%，然後將這筆錢投入股市中，目
前已獲得逾10%的收益。

高風險影子銀行死灰復燃
對於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銀保監
會日前表示，嚴禁銀行保險機構違規參
與場外配資和嚴查亂加槓桿行為。一些
高風險影子銀行死灰復燃，有的以新形
式新面目企圖捲土重來，企業、住戶等
部門槓桿率上升。部分資金違規流入房
市股市，推高資產泡沫。對此，銀保監
會將根據新的形勢和新的情況，繼續保
持定力，優化監管措施，依法處置違法
違規行為，切實提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能力水平。

■ 李 大 霄
表示，牛市
時期很多投
資者為了博
取高收益都
採取高槓桿
的方式。

資料圖片

■因牛市來臨
許多投資者前
往證券公司開
戶，有人通過
場外配資加大
投資額。

記者
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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