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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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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就接到 4个电
话，都是‘大师’‘股神’
们在推荐股票，难道全民炒
股模式又开启了？”“又是牛

股推荐，说什么每天见证一只
上涨 6%的牛股；一周看不到
3个涨停板退群，永不收费名
额有限……真是烦死了。”

近日，网友“老马识途”
和“风正一帆悬”分别在自己

的朋友圈发文吐槽，每天各式
腔调的“专家”“大师”“股
神”们荐股电话或荐股信息不
断，让人不堪其扰。除他们两
人之外，本报热线也接到多位
市民反映，称他们最近经常会

接到自称荐股专家、老股民或
专家之类的电话，询问其是否
需要推荐股票、对炒股经验交
流是否感兴趣等。

这些“专家”“大师”“股
神”真的确有其人、名符其

实吗？他们推荐的股票真的
“一买就涨”吗？如何鉴别真
专家、伪大师？如果发现自
己上当受骗了该怎么办？记
者最近就这些问题作了一番
了解……

股市春潮涌动
“大师”“股神”粉墨登场
宁波证监局：理性投资、谨慎决策、远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

徐建国今年 61岁，住在
观海卫镇城隍庙社区。

徐 建 国 的 父 亲 出 生 于
1919年，早年参加过浙东游
击纵队三五支队。1945 年，
因为腹部中枪受伤，未能随部
队北撤，留在家里务农。1957
年观城第三棉花厂招工，徐父
进厂当了一名工人。在徐建国
的印象中，父亲的“思想很
好”，一度因为工厂扩建缺木
材，拆掉了自家老房的木板支
援工厂。

到了第二年，徐建国出生
了。他排行老五，上面有4个
姐姐，取的都是阿娣、阿珍等
本地女孩常见的名字。到他这
里，一出生就郑重地取了一个
响亮的名字。在当时的社会语
境里，“建国”还有一层“勤
俭建国”的意思。

上世纪 50年代出生的一
代人，“建国”属于常见名。
徐建国的老家在匡堰星桥村。
一个小小的自然村里，就有 3
个叫建国的。不时有人找到家
里才发现认错了门。

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六年
后，21岁的徐建国顶了父亲
的岗，到第三棉花厂当了一名
学徒工。在棉花厂最红火的上
世纪80年代，徐建国当了8年
技术工人，成长为一名四级钳
工。1987年之后，又参与创
办过棉花厂下面的毛巾厂和塑料厂。

到了 90年代，棉花种植效益偏低，农民纷纷转种其它作
物，棉花收购量逐年减少。1997年和 1998两年，棉花生产陷入
困境。徐建国坚守到了最后一刻，直到 2000年棉花厂转制为城
隍庙市场。

同一年，他拿着下岗补贴的五六万元钱，又借遍了亲朋好
友，凑到了 20多万元，在观海卫环城北路上开了一家模板厂。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又参与过集体创业，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
购买的一台 750公斤空气锤，在当时的模板行业也是一大“利
器”。虽然自认“没什么文化”，比不上那些脑子灵活、敢于提前
离岗创业的棉花厂同事，好在他自己办厂的步子也一直走得很
稳。

到了 2011年，卫西工业园区扩建道路。模板厂开工需要烧
煤，工厂的环保压力也很大。尽管是手上“干熟了的活”，心存
多般不舍，但同这个时代一样，他也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最
终他选择关闭了工厂。

回忆起自己的两次创业经历，徐建国说计划经济时代以厂为
家，参与集体创业有一份荣誉感，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实用的
技能；改革开放后，自己开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幸好那些年地
方经济势头一直不错，让工厂能有长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创
业，自己这辈子日子过得踏实，
没留下什么大的遗憾。

记者结束采访离开徐家时，
在院子里看到一些花草。除了常
见的品种外，意外见到了两大盆
油菜花。雷雨正酣，黄色的花朵
耷拉着，显得有些萎靡。徐建国
说：“油菜花命硬，经历点风雨
不是坏事，过两天就好了。”也
许，这正是老徐对自己勤恳一生
的总结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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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的荐股方式不
但给寻常百姓带来诸多烦
恼，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
市场秩序。4月11日，记者
拨打宁波证监局信访电话
时，对方称经常会接到非法
荐股的投诉电话，其实证监
会曾多次发文警示非法荐股
风险，宁波证监局也曾公布
过不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
资质的机构名单，以及与荐
股相关的监管办法和通知
等，合法的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名单可在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
协会网站查询到，希望广大

投资者千万不要轻信所谓“荐
股专家”的建议，一定要理性
投资，谨慎决策，远离非法证
券投资咨询，如果要炒股，还
是要找正规的平台，在投资之
前务必先核实一下平台的资
质，以及在证监会是否有备案
等。

同一天，记者在中国证监
会官网搜索“荐股”关键词
时，出现的相关信息达 124
条。其中，2018 年 7 月证监
会发文 《警惕互联网“非法
荐股”风险》指出：“近期，
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微博、
网络直播室、论坛、股吧、

QQ等互联网工具或平台进行
‘非法荐股’活动有所抬头
…… 这 些 非 法 活 动 花 样 繁
多，欺骗性强，而不法分子
往往无固定经营场所，流窜
作案，有的甚至藏身境外，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
场正常秩序。”

同时，记者在宁波证监局
官网上看到，今年3月，该网曾
发文支招投资者如何理性投
资，如何远离非法证券投资咨
询，其中包括：一看业务资
质、二看执业资格、三看营销
方式、四看投顾协议、五看汇
款账户、六须依法维权等六个

方面。该文特别提醒说，“合法
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只能以其
自身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投资咨
询业务，也只能以公司名义开
立银行账户，不能使用个人银
行账户、非本机构银行账户或
是微信转账等第三方平台收取
任何费用。投资者在汇款环节
应当格外谨慎，切勿向合法投
资咨询机构专用收款账户以外
的其他账户特别是个人账户汇
款……投资者在接受合法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服务过程中，若
发现该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存在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章的情
形，可持相关证据线索材料向

监管部门举报；若投资者与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间存在合同争
议纠纷，可通过调解、仲裁、
诉讼等民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总之，希望广大投资者
都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但
地上却可能有陷阱，所以还是
那句老话：股市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宁波证监局有关同
志最后说道。

宁波证监局：多次发文警示非法荐股风险

近日，记者想办法通过
陈先生的朋友拿到了一个据
说两个月前还保持“热线联
系”的炒股咨询电话。遗憾
的是，记者在一天中分四个
不 同 时 段 拨 打 这 个 以

“166”开头的咨询电话，均
是“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
接通”。

据陈先生转述他朋友的
话说，两个月前，这个电话
还是某荐股大师的热线，当
时荐股大师说，只要严格按
照他推荐的方式和股票操
作，一个月盈利二三十个
点，一年翻个一两番“绝对
没问题”。然而，短短两个
月后，“大师”消失了，陈
先生这位朋友的股票账面上
也是“一地鸡毛”。

“这些荐股电话基本上
是年轻女性先打进来的，她
向你推荐一两只不错的股
票。如果你‘感兴趣’了，
接下来就会要求你加她为好
友，然后她会向你推荐股票
群。如果你进了群，就会看
到很多‘老师’‘老股民’

‘顾问’之类的角色，然

后，等着你的就是大大小小的
坑了……”一位曾抱着好奇心
加入过炒股群的李先生说道。

事实上，记者本人也接到
过不少这样的荐股电话或牛人
荐股短信，但让人疑惑的是，

“大师”“股神”真有那么多、
那么神吗？

日前，记者就这个问题采
访了2位在我市从事证券工作
的业内资深人员，得到的回答
非常一致：不可能。

“咱们先还别说国家根本
没有‘炒股大师’‘股神’之
类的专业技术职称，就算是一
些股民口中称呼的‘大师’

‘股神’，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
的炒股高手，哪有那么多
呀？”从事证券工作二十多年
的陆经理（化名）一听到记者
提的问题就笑了，“这么多年
来，我真正见识过的炒股高手
一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但这
些人每天都在忙着搜集资料、
分析、研究、下单，自己赚钱
还来不及，哪里还会给你打电
话推荐股票呀？”陆经理说，
其实那些荐股信息都是群发
的，荐股电话也是随机拨打

的，“所以他们才会连孩子与
老人都不放过。”

“其实大家不妨动脑子想
一想，如果荐股的‘股神’们
真有那么神，为什么他不留着
自己炒，却甘愿做活雷锋拿出
来与你分享？你听说过巴菲特
打电话向股民推荐过某只股票
吗，恐怕没有吧？”另一位从
事证券工作近二十年的王经理
（化名）对记者说道。

那么，为什么某些曾经好
奇一试的人在买入“股神”所
荐个股后真的就涨了呢？陆经
理笑着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套路”，一般人恐怕得下点功
夫才能“参透”。

据他分析，这些“荐股
人”常玩的套路不外乎三种：
其一、利用股市热效应忽悠，
为什么一旦股市行情有所好
转，荐股“大师”就会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来呢？因为行情好
的时候上涨的股票就多，即便
是用掷硬币的方式买股，猜中
的概率也很大，如果你是个外
行，就可能上当，接下来就是
他早已为你挖好的大大小小的
坑了；其二、他先潜伏好让你

去抬轿，比如说他先重仓买进
一只或几只股，然后拼命建群
拉人，一旦你被忽悠买进了他
已经潜伏在里面的那只股票，
头两天还可能涨一下，到后
来，他倒赚得盆满钵满的出来
了，你却躺在天花板喊救命；
其三、收取会费，靠会费坑
你，即便是那些号称免费看股
的QQ群或微信群，都会有几
个被捧成“大师”“专家”“资
深投顾”的“大咖”，他们平时
看似在传授炒股经验或者免费
向投资者荐股。但是如果你想
要得到“更高端”“更深入”

“更专业”的指导，就得交“会
费”，而且“会费”还不低，少
则数千，多则数万。至于你最
终是不是赚了，他才不管呢，
反正会费已经到手了。

哪种人容易上“荐股大
师”的当呢？王经理分析说，
一是那种妄想一夜暴富的“赌
徒”型，他们对一年“只有”
10来个点甚至才几个点的长
线投资嗤之以鼻，想要的是一
锄下去挖出一个金娃娃，于
是，“荐股大师”一周三个涨
停板的“许诺”正合他的胃

口；二是想赚钱又异想天开的
“好奇”型，什么新鲜玩意都
想试一试，什么群都敢加，一
来二去，好奇心被人忽悠得迷
糊了，口袋里的钱也不知不觉
就出去了；三是那种“自信
心”暴棚型，总觉得自己掌控
能力很好，只是进去看看有没
有人能骗到自己，结果被一些
蝇头小利“温水煮青蛙”了。
除此之外还有“背水一战”
型、“越小心越上当”型、相
信朋友型等，不一而足。

“说一千，道一万，这些
所谓的‘大师’‘股神’们玩
的游戏无非就是先利诱，再挖
坑，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你的
钱骗进他的口袋里。”陆经理
明确表示，以他的从业观察，
真正理智的投资者是不会妄想
一夜暴富的，真正的炒股高手
也是不会显山露水的；反过来
说，凡是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

“大师”或“股神”，你就得多
长个心眼，“要么他在忽悠
你，要么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因为巴菲特的年复利平均也才
20来个点，他怎么可能让你
每周都买到几个涨停板呢？”

疑惑：“大师”“股神”真有那么多那么神吗

年初伊始，A股市场触
发一波行情，上证指数不到
4 个月即上涨 700 点左右，
春潮涌动的股市既激发了股
民久违的兴奋，也带来了形
式各样的“荐股”狂欢。

自3月25日至4月10日
的半个月内，记者通过电
话、微信、QQ、当面交流
等方式与近百位受访者交
流，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
在近期有过“被荐股”的经
历。这些“被荐股”的受访
者包括新老股民、教师、医
生、公务员、白领蓝领以及
农民等，从年龄上看，既有
年轻人甚至正在读书的孩
子，也有中年人，还有从来
不知股票是啥东西的老人；
而“被荐股”的方式，收到
最多的是电话荐股，其次还
包括短信息、陌生人加微
信、加QQ好友然后拉进炒
股群、朋友的朋友推荐“专
业老师的投资咨询课”等。

“这些人太厉害了，我
从来没炒过股，而且每次接
到这样的电话总是没听完就
挂断了，但他们还是每天都
会打进来，真是让我领教了
什么叫‘坚持不懈’呀。”

受访的陈女士说，因为工作关
系，她的外地朋友很多，所以
平时只要有电话打进来都会
接，“接了电
话才知道又在
推荐股票了，
每天差不多四
五个吧，真是
无语了。”

4 月 11
日，记者通过
微信搜索“荐
股”二字时，
一下子跳出来
的相关公众号
居然多达数十
页，什么“股
王荐股”“免
费荐股大师”

“王妃荐股”
“财神荐股”
“ 牛 魔 王 荐
股”……而相
关的荐股文章
也是多得数不
胜数。

“ 被 荐
股”之后你会
信吗？对于这
个问题，多数
受访者均表示

“不相信”“很快就拒绝了”
“马上就挂了电话”，但也有少
数人会选择“半信半疑”或者

“去看看再说”。一位姓陈的先
生则告诉记者，一个去年底刚
入市的朋友曾经进了一个荐股

群，结果“稀里糊涂地被骗了
好几万元。”

调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曾“被荐股”

■全媒体记者 赵思舜

本报讯 近日，消费者王
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观海卫分
局反映，前不久她在当地一家
健身房报名瑜伽培训班，并当
场支付了 7900 元作为押金。
当时，商家表示瑜伽培训班对
身体有一定要求，要先通过面
试和体检，承诺面试和体检通
不过的，可全额退还押金，王
女士表示同意。

不过，左等右等，王女士
一直没有收到消息，直到别人
告诉她已经开课一段时间了，
她才知晓。王女士认为，既已

开课，而商家又未告知面试结
果，也未参加相应体检和签约，
应该可以退押金。于是，王女士
找商家要求退款，对方却告知要
扣除10%手续费，对此，王女士
不同意，坚持要求全额退押金。

双方协商不下，王女士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求帮忙维
权。

接诉后，该分局工作人员立
即介入调查，联系健身房负责人
进行调解，发现消费者所述情况
属实。因商家未履行相关告知义
务，也未与消费者签订相关合
同，商家同意退还王女士全部押
金，王女士表示接受，最终双方
达成和解。

承诺全额退押金
结果却要收手续费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沈家仁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