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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一波迅猛的上涨行情，让如今的外汇市场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但天


上不会掉馅饼，砸到你头上的，更大的可能是陷阱—— 


  


7 月中旬的长三角，骄阳似火。但是对于工薪族万丽丽来说，其内心所承受的煎


熬更甚于天气。 


  


她投资的 IGOFX 外汇交易平台于今年 6 月 8 日凌晨崩盘，突如其来的爆仓让她


的账户损失 95%以上。随后，IGOFX 网站打不开、配套行情软件登录不了、中


国区总代联系不上……这一系列的异常让万丽丽突然意识到，IGOFX 是打着外


汇交易旗帜的诈骗平台。 


  


上证报记者梳理了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两类外汇交易平台：一是直接对接国际外汇


交易市场的“真平台”，由国外监管部门批准的境外经纪商代理交易；二是以境外


正规经纪商为噱头，以直接参与国际市场交易、高额回报为诱饵，实则从事传销


或非法集资的伪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IwNDEyMg==&mid=2650622401&idx=6&sn=1adc6739e718b87712a1ed8450a48ebb&chksm=be4180748936096249533617441211cf96778e87f5efbfd9d07f23327f2a49df0e0aeb85f0dd&mpshare=1&scene=1&srcid=0913eIJ4hXpnrjbI2J7ZHdgu&key=ff959f194cdeb3cea3c201d062d212edded1f3cb83a29e259343d82376d2db455baeddb039390e0cd0ea64f73ae09ae42191e2945f102e078f068d36ad28bccadae157c93c75f2b6491be1d6e7c44d69&ascene=1&uin=MTQ3MDUwODc2Mg%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5051a&pass_ticket=k0EpgMasBp78Pukcrr14FU4V0fPzBksEQ5dKMZ3qjLFBXI7c9cCjESViydffCuWy&winzoom=1##





通过万丽丽的讲述，记者还原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IGOFX 毫无疑问属于伪


平台。 


  


那投资者可以“真刀实枪”进行外汇交易的“真平台”呢？翻阅现行监管规定可以发


现，网络上各类外汇交易平台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未在我国设立相关机构


提供业务服务，未依法向电信部门备案，均属非法展业行为。而且，参与外汇交


易平台的各类主体，包括国内代理、宣传机构以及投资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回顾：炒汇平台披着专业“伪装衣” 


  


张雪娇是万丽丽的中学同学，今年年初的一场聚会上，张雪娇向老同学介绍了


IGOFX 交易平台，并自称是该平台的中国总代理。 


  


该平台交易的产品是外汇，投资门槛低，只需注册和 100 美元起入金，随时可


提现，每个月都有 10%以上的收益。更吸引人的是，该平台可以全自动跟单交


易，即将资金托管给专业操盘手进行统一操作。 


  


“起初，我根据自己基本的风险判断，对这个交易产品是半信半疑的。”万丽丽学


财务，对金融知识略知皮毛。但是同学见面后的热络很快就冲淡了这种警觉，“而


且这流程听起来比买银行理财产品还要简单”。于是她试探性地投资了 2 万元。 


  


果然如张雪娇所说，先期万丽丽的账户盈利额不断增加，并且从平台账户提现至


银行卡的手续方便、速度很快。 


  


在 IGOFX 的对外宣传中，一再强调客户应该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设置 5%-20%


不等的止损线。“从前期交易的实际情况看，止损设置是有效的，即使偶尔出现


过失效的情况，IGOFX 也及时补偿了投资者的损失。”万丽丽称。 


  


同时，IGOFX 声称自己在一款名叫 MT4 的市场行情接收软件上有注册记录，投


资者可以查询自己所有的外汇交易操作记录。 


  


由此，万丽丽对 IGOFX 深信不疑，投入自己工作几年以来的所有积蓄，并介绍


周围的亲戚朋友陆续加入。没多久，加入该平台的人数如“滚雪球”般多了起来。 


  







这些“外汇投资者”们没有料到，平台是一张铺开的大网，止损、MT4 这些看似专


业的设置只是骗局的诱饵。数月后，骗子收网了。 


  


北京时间 6 月 8 日凌晨，英国大选导致英镑/美元下跌 200 点以上。值此风口浪


尖，万丽丽委托的专业操盘手非但没有采取避险措施，还继续重仓做多英镑，下


单后不到十分钟即亏损 90%以上。 


  


即使当时市场并未出现流动性枯竭导致穿仓的情况，即使万丽丽设置了 10%的


平仓线，可是她的账户还是爆了仓。随后，IGOFX 平台网站打不开、MT4 进不


去，甚至连老同学张雪娇也失去了联系。 


  


于是，万丽丽在会员群里公布张雪娇“跑路”消息，由此“IGOFX跑路，诈骗 40 万


国人 300 亿”的信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复盘：认清诈骗事实 


  


IGOFX 宣传资料显示，在该平台从事外汇交易，投资者把资金通过系统托管给


操盘手，投资者得到七成收益，操盘手拿走两成，剩下的 10%则付给四个级别


的介绍人，级别越高，收益越高。 


  


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方面可以获得跟单交易带来的稳定收益，另一方面还


可以通过介绍新人进入平台获得利润分成。 


  


也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万丽丽推荐了不少自己的熟人。 


  


“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下过单，只是每天登录账户看一下盈利情况。”据万丽丽回


忆，MT4 软件上从来都没有自己的交易记录。因为全自动跟单交易模式下，资


金托管给专业操盘手，投资者的资金看似还在自己的账户上，但是实际操作权已


经不在自己掌控范围内。 


  


“现在才意识到，IGOFX 就是个打着外汇旗帜的诈骗平台。”万丽悔不当初，“我


已经去报了案，不知道钱还能拿回来吗？” 


  


不法分子利用少数投资者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以网络炒汇可获高额回报诱骗投


资者“入金”，并以“人拉人、层层返利”的模式发展下线，待扩充规模后卷款一跑


了之。 







  


一位参与互联网专项整治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往往披着


创新、专业的外衣，在打击整治过程中存在“三难”：其一，识别难，往往曝光后


才发现；其二，定性难，有的跨省，涉及落实属地责任，有的跨境，公司注册或


者服务器在境外；其三，处置困难。因此，监管部门也在研究，未来如何加强部


门协同协作，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 


  


今年 7 月 23 日，公安部已经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涉众型、风险型经济犯罪活动，


此类金融诈骗行为将是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警示：监管早就禁止的“法外之地” 


  


伪平台显然具有非法性，那直接对接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所谓“真平台”呢？ 


  


据记者了解，目前网络上流行的外汇交易平台，大多参与门槛低，开户资金在


500-2000 美元，开户后客户利用网络平台直接进行交易，既可以限价、限时，


也可以进行点差式交易。1 手交易保证金为 1000-2000 美元，杠杆比例一般在


100-200 倍，多的可以做到 400 倍，最小交易单位为 0.1 手。因此客户投入少量


保证金就能得到赚取高额回报的机会。 


  


但是梳理监管信息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真平台”，目前也是非法的。所谓的外


汇交易平台，俗称“网络炒汇”，也叫“外汇保证金交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登陆


境内，并于九十年代初在广东、深圳、北京等地出现一股交易热潮。但是由于缺


乏监管，加上参与者对这项业务一知半解，很多个人和机构损失惨重。 


  


1994 年相关部委叫停外汇保证金交易，明确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从事外汇保证金


交易非法，2006 年部分银行开始逐步试点。但是在试点过程中，监管层发现外


汇保证金交易风险大、投资者承受能力有限，于 2008 年 6 月明确要求，各银行


在相关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前，不得开办或变相开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自此，


外汇保证金交易被全面叫停。 


  


至于国外监管部门批准的境外经纪商，根据 WTO 相关要求，境外机构提供金融


服务，一是要按照我国既定的管理原则由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二是要按照商业存


在的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 


  







2015 年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开设网站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关金融监管程序，并


依法向电信主管部门履行网站备案手续。 


  


因此，目前网络上各类外汇交易平台，一则未取得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二则


未在我国设立相关机构提供业务服务，三则未依法向电信部门备案，属非法展业


行为。而且，由于外汇保证金交易在我国没有合法化，参与外汇交易平台的主体，


包括国内代理、宣传机构以及投资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6 年上海某法院就认定了代理境外炒汇平台的韩某、游某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2017


年四川某法院和北京某法院也分别对境外阿尔卑斯资产管理信托公司境内代理


下线黄某、陆某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和三年，并处


罚金 25 万元和 15 万元人民币。 








上海市银行外汇及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 


“警惕网络炒汇陷阱”风险提示案例 


 


刚工作不久的“90 后”青年王欢怎么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


在网络炒汇平台 IGOFX 账户里的 20 万元就“打了水漂”。可在几天前，


她还深信这是个“躺着都赚钱的买卖”。 


在网上炒汇并遭遇巨额损失的并不止王欢一人。近日，一系列网上


炒汇平台“跑路”事件频发。“IGOFX 跑路，诈骗 40 万人 300 亿元”


的消息在网上广泛传播，相继又传出 ItraderFX 关闭、CAN 平台诈骗团


伙被端、JJPTR 平台控制人被马来西亚警方抓捕等。不少投资者深受其


害，其中有像王欢这样的新手，更有相当部分的外汇市场交易“老手”。


但最终，他们均蒙受了巨额损失，有的更是倾家荡产。 


这些所谓的外汇交易平台，背后玩的究竟是什么花招？又是如何一


步步骗取人们信任的呢？ 


 


躺着就能赚钱？ 


今年春节期间，王欢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顶着“IGOFX 中国总代理”


头衔的老同学张雪娇，从此便开始在 IGOFX平台上交易。 


张雪娇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并称给王欢等同学们带来“躺着就


能赚钱”的方法。张雪娇告诉她们，IGOFX 采用的是全自动外汇跟单托


管系统，属于“懒人外汇”，不需要懂技术，门槛也低，100 美元就能


起投，并随时可提现，“躺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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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OFX 让专业操盘手代替我们操盘赚取利润，所以在 IGOFX 外汇


跟单系统稳赚不赔，人人都可以参与。”张雪娇向大家推荐了 IGOFX 平


台的专业交易员中、连续 31 个月平均每月盈利 20%以上的金牌操盘手


“V 神”，建议大家跟着“V 神”操作。起初，王欢还半信半疑，但面


对相识多年的“闺蜜”，她很快放松了警惕。 


实际上，在这种交易模式下，投资者的资金看似还在自己的账户上，


但是交易操作权已经不在投资者的掌控范围内。“我对外汇投资可以说


一窍不通，因此我选择的是托管方式做跟单交易，自己只是每天登录账


户看一下盈利情况，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王欢说。 


刚开始，一切都非常顺利，王欢的 IGOFX 账户一直显示盈利状态，


且盈利额在不断增加。为了验证资金账户的真实性，王欢曾尝试把账户


中的盈利资金提取出来，正如张雪娇所说，提现非常便利，账户上的资


金很快就转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 


自此，王欢对 IGOFX 深信不疑，并加大了投资金额，把自己工作以


来的积蓄全投了进去。另一些同学投资金额更大，个别人甚至通过借贷


等方式“加杠杆”，还有人把本来准备买房子的钱都投了进去。不仅如


此，在 IGOFX“介绍新人加入可获利润分成”的诱惑下，王欢开始发展


下线，她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都先后加入进来。 


 


难以置信的崩盘 


王欢并没有想到，崩盘会来得这么快。她以为，只要设置了“止损


线”，就算有损失也不会失控，10%哪怕 20%的损失自己还是承受得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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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GOFX 声称的“跟单交易”模式中，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设置相应的止损线，如 5%、10%、20%不等。从王欢前期交易的实


际情况来看，这一止损设置的确是有效的，交易的成交情况与外汇市场


的波动走势也一致，一切都在按 IGOFX 平台所承诺的那样“平稳”运行。 


 


也正是这一所谓“止损线”的设置，使得 IGOFX 赢得了不少专业投资者


的信任。同时，IGOFX 在宣传中声称自己在 MT4 软件（一款市场行情接


收软件）有注册记录，投资者可以查询自己所有的外汇交易操作记录。


然而，事后才发现，但凡托管给操盘手的交易均没有交易记录。 


今年 5 月 9 日，IGOFX 平台有部分投资者在交易亏损未达止损线的


情况下，账户即被平台自动平仓止损。消息传开，不少投资者对平台产


生了怀疑。很快，IGOFX 平台对投资者止损线之外的受损资金给予了补


偿，这博取了相当部分投资者的信任，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交易平台守信


的表现。由此，投资者更加认可 IGOFX 平台，部分投资者正是在经历赔


偿之后，进一步投入了更多资金。 


一个月以后的 6 月 8 日，北京时间凌晨 5 点左右，英国大选导致英


镑对美元一度下跌 200 点以上，IGOFX 金牌操盘手“V 神”非但没有采


取避险措施，还继续重仓做多英镑，下单后 7 分钟左右即亏损 90%以上。 


就在这关键时刻，IGOFX 平台止损功能失灵了。王欢的账户在当天


也未能幸免，她陆续追加进去的本金加上前期的“盈利”一共 28000 多


美元。此后，账户上仅剩下 1500 多美元，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随后，IGOFX的网站打不开了，“闺蜜”张雪娇也失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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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诈骗者无处遁形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投资失败还是自己的贪念在作怪，真的是赚


了利息亏了本金。”王欢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看来，IGOFX 就是个


打着外汇交易旗帜的诈骗平台”。 


所谓的网络外汇交易平台也叫外汇保证金交易，并非什么新花样。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广东、深圳、北京等地就曾出现过一股外汇


保证金交易热，但由于缺乏监管，加上参与者对这项业务一知半解，很


多个人和机构损失惨重。随后该项业务被监管机构认定为是违法行为，


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目前，网络上活跃的外汇交易平台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对接国际


外汇交易市场，由国外监管部门批准的境外经纪商代理交易；二是以境


外正规经纪商为噱头，以直接参与国际市场交易为诱饵，承诺 20%以上


高额回报，以传销或集资模式，骗取投资者钱财。 


由于外汇保证金交易属于金融业务，依法应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允许该交易，即类似平台在我国没有合


法化，参与第一类外汇交易平台的主体，包括国内代理、宣传机构以及


投资者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6 年，上海某法院认定代理境


外炒汇平台的韩某、游某非法经营期货业务，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二


人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2017 年，四川某法院


和北京某法院分别对境外阿尔卑斯资产管理信托公司境内代理下线黄某、


陆某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6 个月和 3 年，并处罚


金 25万元和 15万元人民币。 







5 


王欢投资的 IGOFX 属于第二类外汇交易平台，其实质为网络金融诈


骗行为，不法分子利用少数人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以网络炒汇高


额回报诱骗投资者，并以“人拉人、层层返利”发展下线，扩充规模，


赚得盆满钵满后，卷款一跑了之。 


2017 年 7 月 23 日，公安部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涉众型、风险型经济


犯罪活动。今后，此类金融诈骗行为将无处遁形。 


 


（来源：中国外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