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路 1院直播平台中袁伪装成
野股神尧大 V尧老师尧播主尧圈主冶袁号
称有内幕消息尧资深背景尧传奇业
绩尧独特眼光袁以野分享炒股技巧尧
锁定牛股尧推荐黑马股冶等方式忽
悠投资者遥

套路 2院财经网站上袁用野高手
指导尧大佬看盘尧名家谈股冶等标
题袁吸引投资者充值购买野金币尧鲜
花冶等虚拟币袁再通过野直播订阅尧
收费文章尧付费问答冶等方式引诱
投资者购买垃圾信息遥

套路 3院 微信尧QQ尧 微博尧论
坛尧股吧上袁用野大数据诊股尧推荐
黑马尧专家一对一指导尧无收益不
收费冶等夸张宣传袁造假炒股业绩

记录袁引诱投资者交钱成为会员客
户遥

套路 4院 假扮陌生美女加微
信尧QQ聊天套近乎袁 宣称背后有
野老师尧专家尧股神冶指导股票买卖袁
先免费推荐几只股票展示实力袁再
忽悠投资者交钱加入 野内部 VIP
群尧VIP直播室冶遥

套路 5院 在微信群尧QQ群尧网
络直播室中袁野老师尧专家尧股神冶实
时喊单号召大家一起买卖股票袁宣
称有野私募基金尧资本大佬尧实力庄
家冶保证赚钱曰或用野高回报高收
益冶诱骗投资者参与现货(贵金属尧
艺术品尧邮币卡等 )尧境外股票 (美
股尧港股等)尧国际期货(外汇尧原油尧

黄金等)等虚假交易遥

套路 6院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
成投资者亏损后袁也并不是都联系
不上袁有些公司给投资者造成亏损
还能联系上袁 面对投资者的投诉袁
却是蛊惑投资者参加更高级别的
会员组袁缴纳更多的野会员费冶遥

套路 7院不少不法分子为实施
诈骗袁 用与合法证券公司尧 基金
公司等市场专业机构近似的名称
蒙骗投资者袁 或者直接假冒合法
证券公司尧 基金公司的名义来实
施诈骗遥 出于对专业机构的信
任袁 投资者往往缴纳会员费袁获
得荐股袁 但却出现亏损袁 最终发
现自己上当遥

06 财经 姻2018年 11月 28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截至 11月 26日 20时 45分袁
比特币交易价格徘徊在 4043.3美
元袁勉强收复 4000美元整数关口袁
但过去 7天比特币价格跌幅超过
1700美元袁 跌幅仍然超过 30%遥

音从宠儿到弃儿
在薛刚看来袁比特币这轮快速

大跌袁表面而言是数字加密货币监
管加强尧BCH (比特币现金) 硬分
叉尧 币圈内耗不断等因素所致袁但
它们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原因袁是
大量基金与散户投资者意见高度
野一致冶袁不愿再入场支撑比特币虚
高价格遥

他透露袁一年前袁对冲基金掀
起了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投资
潮袁当时不少对冲基金一方面看好
比特币的赚钱效应与避险资产特
性袁另一方面认为越来越多区块链
技术应用场景落地会持续提升比
特币需求袁因此纷纷将大量资金投
向比特币遥

比如连续 15 年跑赢标普大
盘尧以大胆投资亚马逊和谷歌著称
的传奇投资人 Bill Miller公开透露
旗下MVP 1对冲基金约一半资产
投向比特币遥 野我们也是那个时候
将 8%基金资产投向比特币等加密
货币资产遥冶薛刚透露袁当时他们此
举也被不少同行视为野过于保守冶袁
因为很多对冲基金纷纷组建加密
数字货币交易团队袁发起专门的加
密数字货币基金产品募集大量资
金遥

今年 3月以来袁欧美国家金融
监管部门不但没有允许比特币
ETF上市袁反而对比特币等数字加
密货币金融衍生品创新采取日益
严格的监管态度袁导致比特币价格
持续下跌与大量散户投资者离场
观望遥

11 月 14 日 袁OKEx 平台的
BCH 期货合约突然出现提前交

割袁交易价格不是按照现货价格执
行袁而是按照每个合约的最后一笔
成交价计算袁由于后者交易价格低
于现货价格数百美元袁导致不少对
冲基金额外蒙受交割损失遥市场累
计爆仓单超过 4亿美元遥

野听说 5 家数字加密货币投
资基金因为在 OKEx期货交割过
程遭遇上述不公平待遇袁 正准备
向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提交投
诉遥冶Mati Greenspan透露袁此外他
听说当天市场累计比特币头寸爆
仓额度超过 4 亿美元袁 导致大量
散户投资者争相离场遥 他透露袁
如今多数对冲基金的想法很简
单袁 迅速撤离这个监管缺失尧交
易透明度和公正性不高的加密数
字货币市场遥

音血本无归者不在少数
以去年 12月成立的比特币投

资信托基金 Grayscale Investment
为例袁当时这家加密数字货币投资
基金按 2 倍市场价格买入比特币
(持币成本约为 4万美元)袁如今按
照比特币交易价格 4000 美元计
算袁其净值亏损幅度接近 90%遥

野 这 绝 非 个 案 遥 冶Genesis
Trading首席执行官 Michael Moro
告诉记者袁今年以来留守比特币头
寸的对冲基金仅此一项业绩损失
幅度普遍在 50%以上袁如今在比特
币跌破 4000美元之际袁 他们正遭
遇越来越多 LP的问责压力袁甚至
个别大型 LP 打算将所有投资份
额赎回(包括股票尧债券尧黄金等金
融产品的投资额度)袁 作为惩罚措
施遥

这导致一些对冲基金不得不
明知比特币估值虚高袁也野力挺冶比
特币袁希望吸引新散户资金入场接
盘减轻自身损失遥

6月以来袁 纽约对冲基金 Te鄄
tras Capital 负责人一直建议通过

沽空以太币尧买涨比特币获取相对
客观的投资收益袁因为他认为在加
密数字货币里只有比特币拥有野价
值冶袁 比如在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时
可以作为避险资产进行配置遥

野不过袁现实状况恰恰相反遥 冶
薛刚透露袁随着 9月美联储释放持
续鹰派加息信号令美债收益率迅
速上涨袁越来越多对冲基金反而抛
弃不赚钱的比特币袁投向安全性与
收益型双双走高的美债怀抱遥 10
月中旬美股剧烈动荡下跌导致市
场担心美国经济增长周期见顶以
来袁这种野弃币投债冶的趋势日益明
显袁导致过去两周持有比特币头寸
的对冲基金业绩额外下滑约 3-4
个百分点遥

野如今不少对冲基金都在加
快出清比特币头寸袁 尽管他们认
为短期内比特币存在超跌反弹的
机会袁 但比特币价格的高波动性
让他们担心自己又会跌入投资亏
损旋涡遥 冶Michael Moro 分析说遥
若基金净值波动性无法下降袁他
们将遭遇更大的 LP 问责与赎回
压力遥

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
告(2017年度)曳11月 26日发布遥报
告显示袁2017年袁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收益额 87.83亿元袁投资收
益率 5.23%遥 这是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首次披露年度投资收益遥 截至
2017年年底袁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自 2016年 12月份受托运营以来袁
累计投资收益额 88.19亿元遥

对此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昨
日对叶证券日报曳记者表示袁2017
年基本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达到
5%以上袁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标袁
考虑到其稳定性的要求袁 不能从
事高风险投资袁 在市况一直不太
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袁 能有如此回
报袁还是相当理想的遥

据了解袁 截至 2017年年末袁
社保基金会先后与广西尧北京尧河
南尧云南尧湖北尧上海尧陕西尧安徽尧
山西 9个省(区尧市)签署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袁 合同总
金额 4300亿元袁 委托期限均为 5
年袁 均采取承诺保底收益合同版
本袁实际到账资金 2731.5亿元遥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
所所长董登新昨日在接受叶证券日
报曳记者采访时表示袁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刚开始运营的前期袁资金到位较慢袁委托期
限较短袁投资方式也是采取承诺保底的形式袁制约
了养老金的投资规模与管理方式袁 到 2017年实现
累计投资收益 88.19亿元袁是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在
人社部 2018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袁截至
9月底袁北京尧山西等 15个省(区尧市)政府与社保基
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袁合同总金额 7150亿
元袁其中 41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遥与
2017年年末相比袁 新增 6个省份签署委托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运营合同袁新增到账资金 1435亿元遥

对此袁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黄志龙对叶证券日报曳记者表示袁预计未来有结
余资金的地方社保基金袁 都将逐步委托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袁 委托投资规模会进一步扩
大遥 大多数地方社保资金管理机构尚不具备专业
投资的能力袁只能以银行存款尧国债等形式持有袁
投资收益率整体较低遥

在谈及未来养老金将如何进一步提高收益袁
董登新认为袁 养老金的投资是基于安全性和流动
性有保障的基础上追求收益率的遥

刘向东则认为袁 一方面可以增加债券和股票
的投资袁另一方面可以尝试一级市场投资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风险控制非常高袁 更倾向于中
长期的投资标的遥 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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