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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金融消费领域的投诉状况及影响

投诉者画像：金融骗局的易感人群

金融诈骗特征及投诉者维权的实际进展

对策和建议：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与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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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金融产品及其服务已日趋丰富，开始进

入寻常百姓的生活。网上银行、股票买卖、投资理财、教育培训等产品和服务，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

的便利。尤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金融普惠至万千消费者。2017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据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规

模已达7.31亿，超过4亿的网民利用互联网实施金融交易。其中，即使忽略余额宝与微信支付的使

用情况，互联网理财人数也已达到惊人的9890万。显然，金融消费者正在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金

融力量。

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金融虽然正在崛起，但总体而言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国内的投资

者风险意识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降低了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因此，缺乏管控

金融风险经验的非金融企业和人员，大量涌入以图获利，导致某些不规范的产品与服务层出不穷，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逐年递增，行业风险日渐扩大化。而且，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

迅速发展，涉及用户数量越来越多，一旦出现风控事故，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风险

迅速蔓延，以致爆发群体性事件，最终给互联网金融行业以及关联经济体造成损失。 

因此，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加强金融消费者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提升投资者信心、

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

但是，目前对金融消费者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却较为薄弱，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就成为当下金融领域

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政府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抓好金融体制改革，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

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十九大报告进而指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为了解中国金融领域目前存在的真实维权情况，挖掘其中深层原因所在，加强金融消费者保

护，和讯网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联合发起了中国金融领域维权现象的分析研究，并在2017年底

把相关研究写成了《2017和讯315金融白皮书：中小投资者投资陷阱及维权情况数据分析报告》白

皮书（以下简称《和讯315金融白皮书》）。这是一份建立在一线调研基础上，既有真实、详实的案

例，又有理论高度的一份调研报告。和讯网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希望，此报告能对未来中国中小

投资者的保护、中国金融监管环境的改善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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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和讯315金融白皮书》是和讯网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联合发布的第一份有关金融消费

者保护的白皮书。本书是和讯网公益维权一年来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对相关

课题理论提升的结果，双方的合作，将会为中国中小投资者保护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䋒⽀⡙
和讯网。作为财经领域的网络领袖，和讯网年覆盖上亿用户，在金融投资领域有着良好的品牌

信誉。成立二十余年来，在做好投资者服务的同时，一直矢志不渝的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

益。2017年初，和讯网创立“和讯315金融曝光台”（以下简称和讯315），为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

资者提供了一个公益的金融维权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化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2017

年5月3日习近平视察中国政法大学后，法大承担了党中央委托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体系研究》课题。其中，如何在金融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该课题的重要一环。《2017

和讯315金融白皮书》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对该课题的延展研究和调研实践。

ⰻ㺂絕匬
《和讯315金融白皮书》全书由“目前金融领域出现的投诉现象、关于被投诉机构的情况、骗

局的易感人群及受骗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常用的行骗工具行骗路径及诈骗特征、目前金融领域

的实际维权情况、中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与自我保护”等几大部分组成。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金

融领域投资陷阱、维权现状。当然，除了报告中提到的这些现象及分析，读者还可以从这个白皮书

中了解和思考这样几个更深远的问题：

这些金融诈骗行为的存在，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未来应如何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保护？

这一情况对中国金融监管的配套改进有哪些启示？

关 于《2017 和 讯 315 金 融

白皮书》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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暵ⵆ㡮僈
本报告中针对用户是否上当受骗的调研数据，都是基于用户自身对是否上当受骗的判断和认知；

由于金融欺骗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实际的结果可能与本调研报告所展示的结论有偏差；

由于一部分投诉者维权成功后不愿再谈及维权的事情，因此实际维权成功率可能高于本调研报告所

展示的结果。

侨䰘勻彂ㄤ⢪欽霹僈
本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和讯315在2017年收到的31287份投诉者写的投诉信；二是

针对本次研究，专门设计收取的2076份调查问卷；三是我们在一百多个QQ维权群中跟投诉者的日常交

流；四是与一部分投诉者的电话交流。

文中结论通过投诉用户的实际经历进行不同题目的精准匹配，并进行交叉性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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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和讯网正式开始运营和讯315金融曝光台。截止2017年12月底，和讯315共收

到31287份投诉，几乎涵盖了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包括期货、现货、微盘、非法集资、

P2P、虚拟货币、房地产、知识产权、教育等等。在这些投诉领域中，由于市场的完善程度不同、

投资者成熟状态不同以及政府监管力度变化，各个领域的投诉情况也呈现出相应的不同，逐一分

析如下：

「낕傞ꢂ涸넞䂽劍♸䫏霎傞ꢂ涸旘〄劍
 

      和讯315调查发现，在2014年之前少有规模性的维权情况出现，2015年受骗和投诉的现象

开始增多，该年度受骗人数占被调查者人数的15.26%，开始采取维权手段的人数占4.09%。金

融领域内投资者的受骗行为主要发生在2016年，约占总投诉人数的69.32%，而投诉爆发期则发

生在2017年，约占投诉总人数的75.29%，如下图1-1。

投诉者被骗的时间段和开始投诉的时间段：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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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315调查发现，在2014年之前少有规模性的维权情况出现，2015年受骗和投诉的现象

开始增多，该年度受骗人数占被调查者人数的15.26%，开始采取维权手段的人数占4.09%。可

以说，被骗的高峰期出现在2016年，投诉的爆发期则在2017年。受骗行为的发生与开始维权两

者间之所以出现这个时间差，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在受骗之后，对被骗状况的认知需要一个过

程，多数投诉者一开始并没意识到可能陷入投资陷阱。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并没有

一个常年设置的金融打假平台，投资者虽然有投诉需求，但很难得到满足。和讯315在2017年初

正式开始运营后，由于其常年运作，给投诉者提供了一个表达出口。   

����䎃ㄤ雴���嫦剢佐ⵌ䫏霎ꆀ涸饥⸷㕃
和讯315在2017年每月收到的投诉数量如下：1月份116份；2月1034份；3月份3383份；

4月份916份；5月份2242份；6月份2109；7月份3492；8月份3221；9月份2663；10月份

3336；11月份3361；12月份4007份投诉。如图1-2。

2017和讯315每月收到的投诉量的走势图：

 

在年度投诉中，出现了两个高峰期，一个是3月份，一个是从7月份开始持续6个月的投诉高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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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主要原因是2017年2月和讯315开始正式运营，这一公益平台的出现让投诉者长时间积累的

投诉需求有了出口。加之“3.15”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引发投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7月份开始出现的持续投诉高峰，则是随着和讯315品牌的日益扩展，在投诉者中形成了良好

的口碑。据调查，其中66.8%的人是通过口碑传播知道和讯315金融曝光平台的。                     

鄄䫏霎곭㚖ㄤ❡ㅷ
和讯315接到的投诉几乎涉及金融消费的所有领域，如图1-3所示：

被投诉的主要业务类型分布图：

                                                          （图1-3）

由于很多投资者同时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投资，所以投诉会出现交叉现象。其中现货是被投诉

最多的领域，占到94.75%。其他还包括期货、微盘、非法集资、虚拟货币、股票等。现货领域之所

以问题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在于：从2008年到2015年间，一些地区为推进商品市场发展，批准

设立了一些从事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数量从100家迅猛扩展到1000家

以上。随着这种盲目扩张和资金乱入现象的出现，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风险不断暴露。

在和讯315的调查中，被投诉最多的是邮币卡项目和有争议的贵金属项目。其中负面舆

情 最 多的三 类 标的物分别是：邮币卡、原油和白银。“邮币卡”通常是 指邮 票、钱币和电话

卡，而由于 茶业、珠宝玉石、红木、红酒等的业务流 程设计和交易模 式 与“邮币卡”基 本相

同，故将运营相关产品的平台统称为“邮币卡”类交易平台。目前，全国从事“邮币卡”交易的平台

(含黑平台)有200多家，上线品种上千个。如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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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的主要品种的比例：

                                                         

                                                              （图1-4）

如 图 所 示，邮币卡 类 约占 负面舆情总 数 的 6 3. 3 5%，原 油 类 约占 23.11%，白银 约占

16.98%。

2016年开始国家严厉打击邮币卡类产品的运营后，地方现货交易平台开始转向，纷纷上线原

油、沥青、重油等品种，实际交易模式仍违背政府相关规定。

鄄䫏霎劼匬䨾㖈溁⟧涸Ⰼ㕂ⴔ䋒
目前，被投诉机构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区域，一是以北京、上海为核心的经济发达地区，二

是以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而被投诉最多的前三个省市分别是：河北、北京和

山东。其中，河北最多，占投诉总量的29.26%。被投诉金融机构所在省份的全国分布如图1-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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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金融机构所在省份的全国分布地图：

 

                                                         （图1-5）

根据和讯315收到的投诉统计，河北沧州、北京、青岛、南京等地的平台被投诉最多，引发全

国关注，给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而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市自治区的被投诉情况都相对较少。原

因并非是这些省份管理规范、机构自律性强，而是因为其交易场所的数量与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相

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组建交易场所的人才基础。

鄄䫏霎⠔プ⽀⡙䨾㖈溁⟧涸Ⰼ㕂ⴔ䋒
几乎所有被投诉金融机构的业务都是遍布全国的。以被投诉最多的现货领域为例，各省市的

交易所或者交易中心，都会在全国各地招募会员单位及代理商，形成以各省交易场所为中心，下有

会员单位、代理商等的网状结构。一个交易中心通常少则几百个会员单位，多则上千个会员单位，

而会员单位通常又会有数百个代理商。以北京为例，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分会统计，9家

“邮币卡”类交易平台，上线交易品种高达719个，会员达8300多家。

在和讯315的调查中发现，被投诉会员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等地，其中北

京居第一位。被投诉会员单位的全国分布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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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会员单位的全国分布地图：

 

  （图1-6）

劼匬鄄䫏霎涸⚺銳⾲㔔
在和讯315的调查中发现，让投诉者产生信任的首要条件是政府批文（个别虚假平台给投资

者出示的是假批文），其次是对方强调的资金第三方托管。而投诉者回顾自己当初被诱导的因素

排名中，除了“以为是像股票一样，是合法的理财”这一主观因素外，占据第二位的是“平台出示

的所谓政府批文”，比例为74.61%，“第三方托管资金”，比例为72.74%。如图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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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投诉者当初放松警惕的主要影响因素排名：

 

                                                               

 （图1-7）

根据投诉者反映的情况看，一些机构虽然强调自己有运营资质实际并没拿到政府批文。还有

一些机构虽拿到了政府批文，运营的却是不相干的产品，属于“违规运营”。而机构强调的资金由

银行第三方托管，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投诉者在维权中发现，很多机构跟银行之间实际并

不存在第三方托管关系，或者，双方虽然的确存在托管关系，但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业务风险方面

对用户提示不足，因此如图1-8所示，投诉者在投诉理由中，这一因素居第二位。

投诉者对机构的投诉理由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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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鄄䫏霎ꆄ輑劼匬湡涸㹊꣢鵘蠒朐ⲃ
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暴露后，在政府一连串的重拳整顿下，金融机构的部分不法行为开始受到遏

制。以现货为例，如图1-9所示：

目前被投诉金融机构的生存状况：

  

 （图1-9）

调查中发现，有21.52%的不法交易所已被政府勒令进行停业整顿，有的甚至直接关闭。有些虽然

没关停，但是企业法人逃跑，人去楼空，这种情况占到21.18%。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构只留少数工作人

员善后，实际也处于停止运营状态，这类机构占到了4.11%。据投诉者反映，被投诉的机构中，目前只有

14.51%在继续正常营业。有12.62%的平台则更改了公司名称，继续运营。

综上所述，根据和讯315的统计，投诉量最多的金融领域是现货，占到了投诉总量的94.75%。之所

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推进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大宗商品中远

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这些交易所又招募会员单位、代理商等为合作单位，几乎每个交易所的

业务都遍布全国。但是，由于进入门槛低、缺乏规范管理，而省级审批及管理权限又无法监督和制约遍

及全国的会员、代理商的行为，再加上各省的监管又有相应的局限性，导致交易场所的设立和具体的交

易过程中乱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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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投诉领域是期货，占到20.91%。第三大投诉领域是微盘，占10.36%。这是因为随着2016年政府

对现货领域加强整顿管理，部分从业人员出现就业转移，开始转做微盘、虚拟货币、外汇等。由于采用的仍然

是类似现货的操作模式，因此相关领域也开始呈现投诉的端倪，尽管跟现货比，这些领域目前的投诉比例并不

算高，但问题有可能在未来逐步展现。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国内最大的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尽管这个领域内投资者众多，据保守估算目前股票

投资者有1.6亿左右，但由于市场管理规范，投资者也相对成熟，投诉量并不大，在和讯315收到的三万余份投

诉中，仅占5.73%。而前两年出现问题比较严重的P2P领域，经过政府的重拳整顿和投资者在实践中的磨练

成长，市场和投资者都日渐成熟，投诉量仅占到了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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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315在2017年接到三万余个用户投诉，那么这些投诉者都有哪些共同的特质？金融骗局的易感人群主

要分布在哪里？下面，我们就从投诉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社交以及婚姻状况等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䫏霎罏涸荈搬暵䖄
在被调查的投诉者中，男性跟女性在年龄、学历、职业、工作状态等都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差异？他们目

前工作、生活的地区是否有规律可循？我们通过调研情况来看一下异同和规律。

䚍ⵆ歑䚍㢴✵㥎䚍
据和讯315的调查，投诉者的性别比例差别不是很大，男性比女性比例略高一些，占55.64%，如图2-1所

示。这和人们普遍认为的投资理财中“女性更容易轻信别人”的认知有所偏差，从中也可以看出男性仍然是负责

家庭资产增值的主力，是当下投资理财的主力军。

投诉者的性别比例：

 

 （图2-1）

䎃륁⟄�����㿨涸⚥罈䎃➃⚹⚺
根据和讯315的统计，从年龄跨度来看，投诉者中30到60岁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比例是86.75%，这其中，

40-50岁的人群最多，占到了39.46%。如图2-2所示。被调查的受骗人群中，没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8到

25岁的年轻人也很少，仅占1.4%。可见，在投资领域尤其是现货领域，年轻人并非投资理财的主体人群。

投诉者的年龄段分布：

 

（图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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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的投诉者在年龄上有差异，女性投诉者比男性平均大10岁。如图

2-3所示，同样是中老年人群，男性中，30-50岁人群占到70.76%。而女性则以40-60岁为主，占

70.84%。这一数据跟我们的另一项调查“您目前的工作状态”一项中发现投诉者中家庭主妇和退

休人员占了很大比例有了印证关系，如图2-4所示，女性退休或者病休人员占到了31.04%。

家庭主妇或者退休女性在受害人群中占比高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关注微信

群、QQ群的信息，跟陌生人进行充分的交流；另一方面她们赋闲在家同样也面临经济压力，很多投

诉者称原希望靠自己理财能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结果反倒给家庭造成损失。

另外，关于投诉者目前的工作状态，据和讯315的调查发现，男性投诉者目前多数处于工作状

态，占到83.12%，而女性仍在工作的仅占53.33%。

男性投诉者与女性投诉者的年龄差距：

 

  （图2-3）

不同性别的投诉者目前的工作状态：

 （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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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侅肫玐䏞⟄⚥⡛㷖⾎⚹⚺
投诉者学历普遍都比较低，如图2-5所示，高中、大专学历的投诉者占到近57.93%。本科学历

的占到24.63%。而硕士、博士学历和小学学历，比例都非常低，小学文化程度的投诉者占1.32%，

博士的比例仅占0.29%。我们分析认为，较高学历的用户对“荐股”这种低端诱骗手段有天然的免

疫力，而小学文化的用户对互联网、智能手机的熟练使用程度相对而言还不够高，对现货、外汇等

这种高风险投资理财的接触也较少有关。

投诉者的学历构成比例：

 

（图2-5）

⚺銳䊨⡲欰崞涸⼓㚖⼶⚎
投诉者目前工作生活所在的地区中，主要是华东区。如图2-6所示，在所有省份中，前三位是浙

江、江苏、山东，其中浙江最多，占到10.07%。北京、广东、河北、上海占的比例也比较高。

而内蒙、青海、宁夏、甘肃等西部省份和自治区投诉者则非常少。在这些省份中，即便其中投诉

者相对较多的新疆，也只不过占到2.36%。

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省份投诉者较多的原因，跟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们投资增值

的意识比较强，冒险精神也相对强有关。而内蒙等西部省份是经济相对落后，尤其是互联网及智能

手机的普及不足，人们的信息获取相对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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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目前工作生活主要所在省份的分布图：

 

（图2-6）

投诉者工作生活最集中的城市中，北京居第一位，其次是上海，如图2-7所示。而除了北京上海外，投诉者

人数较多的城市所在的省份则是江苏和浙江，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这也跟我们的另一项调查“投诉者目

前工作生活所在地区”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等相对应。

投诉者目前工作生活主要所在城市的分布图：

 

（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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䫏霎罏涸翟⚌暵䖄
在投诉者所在的企业性质中，民营企业占据第一位，占19.14%，其次是自由职业者。占

14.82%。事业单位和国企两者合起来占到27.52%。外企和政府机构的人员参与这类投资的人

都相对较少，政府机构人员占比2.4%，外企职员占2.26%，如图2-8所示。

据和讯315跟投诉者的日常接触了解，政府机构人员由于职业身份特殊，即便发现上当后也

多是选择沉默，几乎没有人正面维权。而相比之下，农民这个群体的参与比例就显得较高，占到

6.62%。说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用户下沉对农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非常

大的。

投诉者所在单位的属性分布图：

 （图2-8）

投诉者所在的行业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制造业、教育/培训/科研/院校和批发/零售。其

中制造业最高，占到7.61%，如图2-9所示。

投诉者所在行业的分布图：

 

（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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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诉者所从事的职业中：生产人员最多，占12.32%；这也跟我们的调查中，投诉者所在行业以

“制造业”最多相对应。管理人员其次，占10.8%；销售人员居第三位，占8.79%。而投诉者中，农民和

家庭主妇相对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受骗群体，农民占5.45%，家庭主妇占6.22%。教师、记者、医

生等专业人士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占4.19%。而调查中，学生则很少，仅占0.25%。如图2-10所示。

投诉者所从事职业的分布图：

 

（图2-10）

䫏霎罏涸爢⠔暵䖄
除了学历、年龄、职业等个人特质外，其婚姻家庭、社交特征、工作状态等因素是否也有一定的影

响？我们具体看一下调查结果。

婚姻家庭状况：多数人经济压力大，部分人表示不幸福

调查发现，经济压力成为很多人涉险投资的主要因素。如图2-11所示，18.25%的人明确表示“经

济压力大”，表示同时具备“家庭不幸福、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这几个特征的人，占到38.39%。

而家庭不幸福也是容易被诱导上当的一个重要因素。3.19%的人表示家庭不幸福。尤其是一些女

性，离异单身、退休或者病休在家，缺少家庭的关怀和陪伴，业务员的嘘寒问暖，很容易获得其信任。

电话采访中，一部分上当的老年人则表示面临养老的压力，本是想通过投资赚些看病和养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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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维权之前的个人生活状态：

 

（图2-11）

爢❜暵䖄
如图2-12所示，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QQ、微信、电话成为投诉者跟外界保持联系的主

要工具。其中QQ群占到82.56%，微信群占到72.98%。

投诉者日常跟外界进行信息沟通的主要工具：

 

（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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䫏霎罏涸Ⱓ馰暵䖄
这些投诉者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呢？这些兴趣爱好是否跟被诱骗到做非法理财有关联？根据调

查发现，多数投诉者平时都喜欢做理财，有炒股经历，但对股票投资的了解水平，则是一知半解，对现

货知识更是一无所知，具体调研情况如下：

掌握的理财知识

如图2-13所示，投诉者中存在着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投资者几乎都有炒股经历，这个人群

在被调查者中比例占到76.3%，但是他们的炒股水平不一，其中65．65%的人表示“对炒股一知半

解”。而对现货、期货、外汇、恒指等领域进行投诉的人中，表示对相关知识一无所知的投诉者占到

50.59%。

投诉者所具备的理财知识：

 

（图2-13）

股票投资的年限和水平

如图2-14所示，所有投诉者中，69%的人有一年以上的炒股经历，这也是一些金融机构的业务员

把QQ炒股群作为主要切入口，以“荐股”诱导投诉者上当的主要原因。

投诉者的炒股年限：

 

（图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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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的投资能力

总体上投诉者的收入都比较低，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群占比71.62%，其中1000到3000占到将近

40%，如图2-15所示。

投诉者的人均月收入水平（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图2-15）

「낕絑⾎㼆㹻䏭ծ爢⠔⿺⚥㕂ꆄ輑곭㚖涸䕧ㆇ
从投诉情况来看，无论是现货领域、期货领域还是外汇领域，除了诱骗工具雷同，诱骗过程也都有相似性，

可以说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一旦有投资者上钩，机构往往会通过各种理由诱导用户做更多的投入，甚至诱导其

借钱投资，因此受害者被骗后，除了经济方面受到巨大损失，在精神方面也受到伤害，往往后悔不已，丧失自信，

有些走上漫长的维权道路，给工作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更有甚者，以跳楼、喝药等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

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种诈骗现象的存在更使得法制和诚信这两个市场经济的基石受到破坏。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为遏制诈骗也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但这仍无法挽回对投资者个人生活带来的负面影

响。

人均损失20余万

在和讯315收到的投诉中，投诉者的个人损失情况不一，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根据个人损失

情况调查，如图2-16所示，损失数额有三个高峰：其一是5-10万，其二是10-15万，其三则是50-100万。

根据和讯315收到的投诉情况和多个平台维权群投诉者自行联名统计的结果，投资者总体损失人均在20万

到3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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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的人均损失统计图：

 

（图2-16）

另外，几乎所有投诉者在投资过程中，失去财富的时间都非常简短，长则一个月，短则一周左右。而且，损失

额度占总体投资数额的比重也非常高。如图2-17所示，其中33.86%的人损失率是“全部赔光”，27.72%的人

损失90%以上。

投资数额的实际亏损比例：

 

（图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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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诉者个人、婚姻和家庭的影响

由于投资者多是低收入家庭，因此几十万的损失几乎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全部积蓄。如图2-18所示，其中有

44.7%的人因此背上外债，有15.31%的人卖房还债，甚至有一部分人为此背上高利贷……都给家庭经济带来很

大的影响。

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图2-18）

而在婚姻家庭关系上，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据投诉者反映，在被骗之后往往不敢让家人知情，心理负担沉

重。而有的投资者本意是通过理财为家庭增加收入，但被骗后却遭到家人埋怨，甚至导致夫妻反目离婚，家庭破

裂。更有5.37%的人，因为债主追债和难以面对家人，远走他乡。给投资者造成的影响，具体数据分析如图2-19

所示。

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图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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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际关系、监管机构和社会认知的影响

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通常会到被投诉机构所在地的金融办、商务厅、公安机关、工商局等监

管部门投诉举报，但鉴于投诉人数比较多，相关部门人力物力受限，并不能全部解决，再加上地方

保护主义，很多人往往多次往返异地维权却一无所获，甚至期间遭到金融机构的不友善对待，因此

52.53%的人表示在维权过程中“尝尽世态炎凉，对一些机构和人都比较失望”，如图2-20所示。

尤其是熟人介绍的情况下进行的投资，很多人当初是出于信任，在遭遇损失后，有24%的人表

示“遭到了背叛和利用，对他人的信任感下降”。而有些投资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维权，会对他人和社

会心生怨恨。尤其个别损失严重而维权又没有结果的投诉者，认为维权经历“是一次大挫折，对社

会充满仇恨和失望”，这个比例的人群占到29.18%。

投诉者在维权过程中对社会认知产生的影响：

 

（图2-20）

	



和讯315金融白皮书
315 Financial White Paper31

对金融投资市场的影响

在各种金融骗局中，对股票本身的投诉率虽然不高，但是股票市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领域，尤其是

在现货中受骗的用户，由于当初多是通过“荐股”被诱导上当的，因此很多投资者受到伤害后，对目前金融市

场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图2-21所示，调查中有56.84%的人表示“以后不再做任何投资理财”了。

还有一些股票投资者，由于很多平台当初为吸引投资者，打出“像炒股票一样炒邮币卡”的宣传口号，导

致这部分受挫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也产生了误解。

投诉者对投资理财态度的变化：

（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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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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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315经过对三万余份金融诈骗案例的分析发现，金融骗局中诈骗工具基本是雷同的，诈骗路径基本上

是有套路的，金融诈骗总体上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而投诉者在维权过程中，通常会采取哪些维权方式，遇到哪些

困难，他们对维权时间的心理承受力是多长等等，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详细归结。

䌢欽涸遤낕䊨Ⱘ♸遤낕騟䖈
和讯315通过归结投诉者的投诉和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金融骗局都是有套路的，并且无论是从行骗工具

还是行骗路径上看，基本都大同小异，我们归结如下：

常用的几种行骗工具

如图3-1所示，金融机构寻找目标用户的主要手段是QQ炒股群、微信和业务员，其中以qq炒股群为主，通

过这一方式被诱骗的投资者占到62.49%。其次是微信，占到43.67%。线下业务员也有一定的诱骗空间，其中

17.94%的人通过这一方式上当。

当然，同样是社交工具，机构业务员通过QQ和微信诱导用户的方式也稍有区别，根据投诉者反映，业务员

通过QQ渠道找到目标用户后，通常先是通过推荐股票和日常交流，获得信任，之后再以做“股票赚钱太慢”为

由引导用户做邮币卡、黄金、白银等产品。而通过微信找用户的套路则通常是以“加错朋友”为借口，以美女头像

或者成功人士身份跟投资者进行搭讪，一开始并不进行投资诱导，而只是在朋友圈晒自己的奢侈生活方式及投

资理财的收益截图，引起投诉者关注后再慢慢诱导投资者。

相对而言，电视、网站等传统媒介则占比较低，网站占到7.79%，尤其是电视，仅占到2.32%。亲朋好友的

介绍占11.36%，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这一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克服了信任的天然壁垒。调查中，很多投诉者称本

是好意帮亲戚朋友介绍一个赚钱发财的渠道，结果最后双方都巨亏，甚至因此导致反目成仇。

此外，婚恋网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渠道，虽然被骗的人群所占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影响很坏，受害者多为女

性。据投诉者反映，一些平台的业务员扮作成功人士，在世纪佳缘、珍爱网、百合网等婚恋网站同时交往多个“女

友”，利用“男女朋友”关系取得女方信任后，以帮其理财赚钱为由，骗钱骗感情，导致很多单身女性受骗后，心

灰意冷，婚恋观念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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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被各种渠道引诱上当的比例：

 

（图3-1）

通常的诱骗路径 

和讯315通过对投诉者讲述的受骗过程归纳总结以及跟投诉者实际的交流发现，各种金融机构虽然类别不

同、产品不同，但诱导投资者的手法基本都是一样的。

如图3-2所示，以现货领域业务员诱导客户为例，基本路径是这样的：先是由会员单位、代理商的业务员通

过QQ群、微信群、电话等工具寻找目标用户。以“美女网聊”或“成功人士”身份跟用户形成良好的日常互动，

之后这些“美女”或“成功人士”就会经常在朋友圈晒自己理财的收益截图（或荐股），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后，再

以“股市行情不好，作为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个挽回股票亏损的产品”为由，向投资者推荐邮币卡等“高收益、

高回报率”的产品，诱骗用户开户。

用户入金后，一开始机构往往会施以小利，用户在按照喊单“老师”的指导赚了点小钱后，让投资者自以为

能够把握行情走向，会继续投入更多资金。这时候，入场的投资者无论小有收益还是亏损变大，业务员都会以

“客户入市资金太少，收益不大或是不利于挽回亏损”为由，催促客户继续加大投入。客户在巨大的预期收益或

回本心切的驱使下，往往会进行大量资金投入，待客户资金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由“喊单老师”发布反向操作信

息，最后导致客户巨亏。

	



和讯315金融白皮书
315 Financial White Paper35

诱导客户从开户到入金的整个套路：

 

(图3-2)

ꆄ輑霍낕ッ梡ⴀ涸�㣐暵䖄
和讯315在归纳分析所有的投诉案例中发现，在每个金融骗局中，都有特殊性，但总体上也是有共性的，我

们归结如下：

低收入低学历人群参与大额度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现货本身并不是一项普及型的理财产品，需要专业的投资知识，且由于具有高风险性，要求投资者具有一

定的经济能力和极强的心理承受力。而目前实际参与投资的这些中小投资者，则多数对“对现货知识一无所

知”。而且，根据对投诉者画像，这部分人多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低，很多人一夜之间损失

的往往是自己一生所有的积蓄，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失去的甚至是自己的养老钱，因此他们一旦受到损失，维权

的心情也格外迫切。

金融骗局的三个圈套：利诱、色诱、情诱

和讯315通过总结所有的投诉案例发现，除了机构多样的诱骗手段，几乎每个骗局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或

者抓住人的软肋得以实施的。有的不法平台是通过夸张的广告宣传和营销手段，利用人们的贪欲之心，让人们

相信一夜暴富的神话，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在调查中，47.66%的人承认自己是受到了巨大的收益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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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业务员则是利用人们的好色心理，诱导用户，这种情况中受害者多为男性。金融机构业务员通常的套

路是包装一个独立又坚强的“美女”形象，偶尔在朋友圈流露出脆弱和无助，让目标男性产生怜爱和艳羡之心，

等双方成为知心朋友甚至“男女朋友”关系后，慢慢诱其开户入金。

   还有一种方式是“情诱”，这里的“情”既包括亲情、友情、也包括爱情，受害者以女性为主。根据投诉者

反映，一些业务员以百合网、世纪佳缘等婚恋网站以及一些以同城交友为名的APP、微信公众号为平台，以“征

婚”为名对单身人士进行骗钱骗情。

还有一些不法平台的业务员，针对多病或者退休老人对关心关切的渴望，嘘寒问暖，诱人上当。因此，遇到

陌生人太过热情的关心搭讪，还是要提高警惕才是。

三四线城市的投资者更容易上当受骗

智能手机使用的下沉和“小镇经济”的崛起，使三四线城市人们面临信息爆炸和认知局限的矛盾，更容易上

当受骗。当然这里“小镇”的含义并非指真实意义上的乡镇，而是代表和一二线城市相对差异化的经济和消费形

态。通常三四五线城市以及县级城市和县城，目前都属于“小镇经济”范畴。

在和讯315的调查中发现，投诉群体中，县城级别的投诉者占比例最高，占到将近25.95%，如图3-3所示。

这意味着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在一二线城市逐渐触顶之后，在向更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县城乃至农村扩展，这让

这些新用户接触到了之前接触不到的理财品种，带来了理财观念的变化。但是，信息大爆炸使每个人都面临着诸

多新生事物需要了解，而精力、时间和认知能力又都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信息爆炸与认知能力之间产生了矛盾，

再加上诈骗类型花样翻新，使得普通人被骗的几率不断增大。尤其，投诉者中，农民成为大宗商品和艺术品投资

这些产品和种类的受害者和维权者，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投诉者主要生活的城市类别：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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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发达省份反倒成交易所创立的大省

    除北京、上海、山东等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被投诉的金融机构比较多之外，很多偏远省份反倒呈

现出交易平台发展“繁华”的景象，尤其是以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为主。据chinaft交易中国数据

库统计，其中贵州有28家，陕西有23家，甘肃有9家，重庆有14家。

     这些地区发展大量交易平台，除了推动实体经济的良好用意外，还可能跟交易平台创建运营需要的

资金场地等都要求比较低，但对官员业绩、当地税收又是一大促进有关，再加上一开始监管不严，申请众

多，可能也是这些偏远地区批复、创建大量这类交易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投诉者普遍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但立案较难

如图3-4所示，投诉者一旦发现被骗后，报案的积极性非常高，投诉者中有77.91%的人都会选择报

案，但是实际立案的程度却比较低，只占到36.10%。这也是导致一些投诉者不满，采用其他一些过激方式

维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立案难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金融诈骗属于一种新型的经济犯罪，很多一线警察对这种专业

案例了解不深，加上网上开户、网上交易，受骗者的证据往往不充分，给立案办案带来很大的难度；二是地

方保护主义，也是导致立案难的一个原因。此外，由于目前国家对这类案件没有统一的定性，各地法院裁判

的标准仍不统一，以交易所为例，在投诉者的诉讼案例里，当地法院判交易所或者平台败诉的仍然属于极

少数，这也是导致投诉者对报案立案结果信心不足的原因之一。

投诉者报案和实际立案的情况比较：

 

（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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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权难度大，大多数投诉者表示会放弃维权

每个被投诉的机构背后受害的投资者到底有多少？以投诉最多的现货为例，由于会员单位和代理商对用

户采取的是“割韭菜”的操作模式，目前很难有具体的统计。但据投诉者的亲身经历，通常机构设置的每个直

播间都有上百人，每一轮“投资”完毕，“老师”就解散群，或者投资者一旦爆仓后就被“老师”踢出直播间。

“老师”再进行下一轮的用户开发和“指导”，时间上长则一个月，短则一周，如此轮番周转，人数众多，但能

参与维权的实际是少数，如图3-5所示。

尤其，当初“老师”不允许群友互加好友和私下联系，群员之间相互很难取得联系，这也为同一平台的投

资者集体维护权益制造了麻烦，因此很多投诉者称，目前仍有很多受害者被蒙在鼓里，还不知道自己是被骗

了。而根据与投诉者的实际接触，即便参与维权的人，多数因为维权过程艰难，时间和经济成本都难以承受，

在维权一段时间后，也主动选择放弃。

投诉者根据自己的了解对每个平台受骗人数的判断：

 

（图3-5）

䫏霎罏涸㹊꣢絶勉䞔ⲃㄤ䧭⸆桧
在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的过程中，金融消费者也在不断成长，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认知也在发

生逐渐的变化，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5年之前，投资者在亏损之后往往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即便有一部分人认为机构或产品

等存在问题，但由于周边维权者甚少，也仅有少部分人会选择维权。

第二阶段就是2015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法制观念等意识的日益加强，很多投资者遇事不再自

认倒霉，很多人通过网络了解到，部分“亏损”可能并非投资失败，而是一种新型的金融诈骗，于是选择通过

各种维权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具体维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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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投诉者已经开始的维权时间

从2015年开始，投资者中陆续开始出现维权现象，截止2017年底，每人具体的维权时间长短不一。如图

3-6所示，总体上都维权时间比较短，投诉者中有43.18%的人维权时间在半年到一年之间，13.54%的人维

权时间在一年到一年半之间。还没开始具体维权的人在被调查者中占到9.72%。而能坚持五年以上的人仅占

0.1%。

多数投诉者已经维权的时间：

 

（图3-6）

投诉者采取的主要维权方式排名

    投诉者采取的维权方式多种多样，有依靠法律的，有依靠媒体曝光的，有跟政府监管机构投诉的，有自己

去跟平台直接交涉索取赔偿的……并且很多投诉者都是多种维权方式同时使用。

如图3-7所示，在各种维权方式中，“向公安机关报案”是投诉者的首选维权方式，占到80.27%。实际维权

中，很多维权者的确是通过个人报案或者集体诉讼来挽回损失的。

其次 更多人 采用的方 式 是向地方金融 办、工商局、银 监会等“相关 政 府监 管 部门进行投 诉”，占到

63.84%。

当然，跟平台或者会员单位的专门处理投资纠纷的部门进行投诉，直接索要损失的，也占很大比例，占

到62.22%。而随着舆论监督作用的加强，尤其是2017年和讯315金融曝光台这样的公益打假平台的出现，

43.03%的人选择在媒体渠道举报，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推动自己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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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选择维权方式的排名：

 

（图3-7）

投诉者认为导致维权难的影响因素排名

投诉者在维权过程中会遭到各种困难，如图3-8的调查所示，79.88%的人认为“监管机构的相互推诿”是

维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很多投诉者反映，维权过程中常常遭到各部门的推诿。比如投诉者去司法部门报案，司法部门则指派其到

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等投诉者找到金融监管部门后，后者又让再回去找司法立案，出现司法部门和监管机

构之间、监管机构之间相互“踢皮球”的现象。而据投诉者反映，一些一线司法机构即便接案，也把投诉者的遭

遇称为“个人行为”、“投资失败”，不做深入调查和协调，很难满足投诉者诉求。

投诉者认为维权中遇到的困难排名：

 

（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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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者所能承受的维权成本

由于金融机构的业务都遍布全国，给投资者的维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很多受骗者维权往往需要跨市跨

省，这就给维权带来很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据投诉者反映，在遭受此损失后已经是靠借钱请律师打官司。而时间上，根据调查70.08%的人是上班族，

很难抽出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权。因此很多人鉴于现实困难，不想让被骗经历再对工作生活造成新的影响，因

此他们对维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有一定的心理接受程度。

如图3-9所示，“半年到两年”是更多投诉者比较能接受的时间成本，占到调查者的19.38%，这其中“半年

到一年”是更多投诉者认为自己能接受的时间成本，占到7.64%。而根据与投诉者的实际接触，“决不罢休，直

到维权成功”这一项的投票比例虽然很高，但实际更多的是一种诉求表达，很多人实际在维权一年左右，不管成

功与否，就自动放弃维权了。

投诉者对维权所能承受的时间成本：

 

（图3-9）

总体上维权的成功率

通过维权后，成功率到底是多少？当然，这里所说的成功，是指受骗后，投诉者经过各种方式的维权，能从

金融机构不同程度的挽回损失。在本次调查中，如图3-10所示，16.24%的人挽回了损失。根据调查，成功维权

者中，多数人拿回一半左右的损失。只有0.59%的人，除了拿回全部损失外，还得到平台的额外赔偿。

而根据我们的实际接触，很多人拿回损失后，就退出了维权领域，也不愿再谈及被骗和维权的事情，这部分

人参与调查的比率不高，因此，实际的成功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投诉者拿回损失的情况调查：

 

（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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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必然需要监管部门的保驾护航。目前，金融市场上某些领域的野蛮生长，

既有市场方面的因素，更有监管方面的原因。以被投诉情况最严重的各类交易所为例，各省市当初

创立各类交易所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结果最后跑偏：一方面，这些平台本身脱离了对实业的服

务与应用，加上利益驱动下从业人员激进的营销方式，导致不法行为频频发生。所以对这些金融

机构加强监督与管理，使其建立长效的经营理念，不盲目求快发展，才能让它们本身的价值真正得

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中小投资者也还不够成熟，理财的风险意识淡薄，理财知识跟不上

理财产品的发展更新，尤其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变得盲目和投机。

基如此，我们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分别提出一些建议：

䫏餴罏銳⸈䔂荈䧮⥂䫡䠑霋ㄤ䲃倶
尽管金融诈骗手段花样百出，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侵权事件的频频发生与消费者金融知识

的缺乏和风险意识的不足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投资者必须先要做好自我保护。

避免投机心理。作为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记得，天上不会掉馅饼，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美女”

会主动投怀送抱，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投资方式，因此，如果天降“贵人”，声称帮你快速发财致富，

那一定要三思。

要具备基本的理财常识。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机构宣称的收益更是高的让人

心动，那么到底多高的理财收益率才算安全呢？其实实体经济中企业的利润是最好的参考依据。

我们可以以目前中国A股市场上3500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例：净资产收益率能稳定达到20%

的不到100家，能超过30%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那些宣称只要投资就包赚，收益率能达到90%

以上，让人“一夜暴富”的暴利产品，必然埋藏着深不可测的陷阱。

港盗鿈꡶䎾霪䲿넞涸ꂁ㤛港盗䲃倶
一些不法金融产品或服务变换花样，进行违规交易背后无不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无论名

字是叫做互联网金融还是其他，归根结底还是金融，必须以是否遵守金融法规作为区分改革创新

与借改革创新名义做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标识。作为监管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加

强监管：

健全法律法规。目前金融领域违法违规操作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

律法规的滞后。尤其是对伪现货，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条款、法律对这类现象和行为予以解释和规

范，各地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候，虽然有最高院的指示做参考，但实际落实中基本也是各行其

是，导致投资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出现报案难、立案难、立案后打赢官司也难的现象，由此出现

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继续维权甚至上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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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设立一个专门的批复和监管机构。以现货为例，目前各省在交易所的设立批文方面就存在很多问

题，有省政府、省金融办批复的，也有省商务厅批复的。源头的混乱导致整个行业的无序，而一些未经批复不具

备资质的交易所更是浑水摸鱼，因此，应该从源头进行监管，加强整理整顿。

在日常管理上需要设置查处监管的责任部门。目前很多领域缺少一个明确的牵头监管机构，比如各地的交

易所，有些省市，金融办是监督交易所行为最直接的机构，也是很多投诉者维权过程中寄予希望很高的监管部

门，但实际金融办对交易所的产品种类有监管和批复权，但对其交易模式则没有监管权，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因此，设立一个核心机构，责任到人，进行日常监管，让中小投资者知道遇事可以找谁，不法平台出现问题有谁

直接监管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ㄤ雴���ծ⚥㕂佟岁㣐㷖㉁㷖ꤎざ⡲涸䧭卓ㄤ劢勻涸
餓⟣

和讯315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常年运行的公益金融打假平台，以净化中国金融投资环境为己任。中国政法

大学商学院以“一主两翼，融合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为己任，“两翼”就包括法商一翼和融商一

翼，充分发挥法大法科一流学科的优势，在法治金融、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与和讯密切合作，为保证金融投资

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多投资者在突遭巨大经济损失后往往情绪失控，会产生一些

极端的想法，在接到投诉后，我们及时对投诉者进行情绪安抚和疏导，防止一些用户在情绪失控下进行“激情

维权”。同时，对用户反映的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求证、报道，2017年和讯315总计做出三十次多次的曝光报

道，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传播，受到业界和用户的好评。未来还将发挥法大优势，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

理论支撑和法律援助。

引导投诉者用法律武器合理合法维权。和讯315邀请业内相关律师进入和讯315的官方QQ公益打假群，

对投诉者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日常的解疑答惑。同时，在2017年数次邀请知名律师在和讯直播间举办法律知

识公益讲座，进行“律师答维权者问”直播，让投诉者跟律师直接互动，为引导投诉者用正确的方式维护自己权

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未来还会和法大商学院联合进行居民财富管理知识的普及，帮助普通投资者树立正

确的投资理念，以期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盲目投资导致上当受骗的问题。

力所能及的帮助家庭困难情况特殊的投诉者。根据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在和讯315进行曝光报道后，很多

平台主动与投诉者联系，双方达成赔偿和解，改变了这些投诉者目前的生活困境。

当然，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中国投资环境的安全，只有和讯315的努力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同行的参与，更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协调。我们通过一年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一些来自一线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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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合作，一方面进行理论的提升，另一方面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开展投资者教

育，联合推出的《2017和讯315金融白皮书：中小投资者投资陷阱及维权情况数据分析报告》，就是希望能给

业界、给投资者、给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一份最真实的数据报告，以期共同推进对中国金融投资环境的提

升，对中小投资者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进行了理论的提升，联合推出的《2017和讯315金融白皮书：中小投资者投资

陷阱及维权情况数据分析报告》，就是希望能给业界、给投资者、给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一份最真实的数据

报告，以期共同推进对中国金融投资环境的提升，对中小投资者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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