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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圈进33万注册量，日交易额高达55亿

万通“炒币神话” 轰然倒塌

证券时报记者 杨树 左江

“我现在觉得有点可笑，这么拙劣的骗

术， 当初怎么就上当了呢！ ”

5

月

30

日凌

晨，李先生乘坐的大巴抵达深圳，他没想到

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到深圳。 在上大

巴之前，他一直奔波于当地的派出所，当地

建议他来深圳， 于是他匆匆买了最快南下

深圳的车票。

李先生此行的目的地， 是虚拟币炒作

公司万通启元数字资产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万通启元”）的深圳办公室。 但是，当他赶

到时，这一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李先生所参与

炒作的“区块币”，是一种虚拟货币融资，本

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

为，投资者往往被“高收益”诱惑进入，但却

很难得到法律保护。

记者采访得知， 在参与万通启元的

“炒币”过程中，大部分投资者的入金都是

转入了平台方提供的私人账号。 投资者向

记者表示，通过技术查询，现在万通账户

上没被转移的虚拟货币还有

2600

万枚，

约合

2600

万美元， 已被转走的资金则很难

得知具体金额。

一个月1万变1.9万

李先生家住湖南株洲一个县城，家里开了

一间小饭店。 在一个闲聊群中，有人分享了一

张炒区块币的图片。老早就听说过币圈的赚钱

神话，李先生决定试一试。 一开始，他投入

500

美元，操作了两天，每天都有

3%

的利润，

T+1

日即可将平台币换成

USDT

（可简单将其理解

为币圈的提现）。后来投资渐渐加大到

2000

美

元、

5000

美元……甚至

1

万多美元。

“这个诱惑太大了，你投入

1

万，一个月

后可以变成

1.9

万，

100

万变成

190

万只要一

个月，本越大利越大，谁抵抗得了这个诱惑？”

李先生解释。

李先生所操作的是万通启元发行的万通

币。根据其官方宣传资料，公司背靠泰国政府

认证的交易所，实力雄厚，注册即送

1

万枚万

通

MINI

币。投资者在该平台主要通过四种方

式赚钱。

（下转A6版）

易会满：资本市场抗风险能力在提高

目前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的工具箱，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昨日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中美经贸摩擦对资本市场影响

是客观存在的，但程度可控。我国资本市场的

韧性在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提高。

易会满表示， 从一段时期市场运行情况

看，资本市场已经逐步消化和反映了中美经贸

摩擦的影响。 这也说明整个资本市场的韧性在

进一步增强， 防控风险的能力在进一步提升。

市场也逐步地趋向理性，资本市场的生态也进

一步得到改善。 我们完全有信心维护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易会满指出，经济基本面为资本市场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和提振实体

经济的政策举措正逐步落地，经济稳中向好的

总体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和今后走向。当前，

上证综指市盈率为

13

倍，低于美国道琼斯

（

19

倍）、法国

CAC40

（

19

倍）、日经

225

（

16

倍）、德国

DAX30

（

16

倍）、英国富时

100

（

17

倍）等全球主要股指。 处于历史低位的

市场估值显示了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

谈及如何评估资本市场存在的风险，易

会满表示，对资本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的一

些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当前市场杠杆融资

总额

1.2

万亿元， 较

2015

年最高时下降近

80%

；私募基金按行业整体机构数量，风险发

生率为

0.39%

； 交易所债券市场违约率到

2018

年底为

0.96%

；股票质押触及平仓线的

市值比例较小； 场外配资总体呈现点状、散

状，有关风险处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针对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大的外部环

境变化对市场带来的剧烈波动， 易会满表示

已进行了充分的研判，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

导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调度，充分遵

照市场规律，坚持底线思维，目前准备了丰富

的、一系列的工具箱，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

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易会满表示，目前，证监会正在坚定地推

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工作， 增强

资本市场对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的服务水平。 当前已基本完成了科创板基础

制度架构的设计， 有

100

多家科创型企业申

报，这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帮助中国

科创型企业跨越式发展， 完全不受中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有责任把科创板做

得更好、做得更稳，真正做到严标准、稳起步。

易会满指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改革已进入冲刺阶段， 这项改革不仅会在关

键制度创新上实现突破， 还将成为改革的试

验田，进而带动资本市场的全面深化改革。

谈及改革方向，易会满指出，如何增加司法

供给提高违法违约的成本； 如何增加中长期资

金来进一步改善市场结构；如何进一步完善交

易监管，提高监管效力；如何评判当前的再融

资、减持、退市政策等，这些重点问题、敏感问

题都需要证监会在下一步改革中逐步解决。

易会满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将一如既

往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推进。 目前，证监

会已将合资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外资

股比限制提至

51%

，且三年后不再设限。 下一

步证监会将深化和完善境内外股票市场互联

互通机制，逐步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对外开

放，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

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日发布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

立场》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基本情况，阐明中

国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政策立场。

白皮书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

器”，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

白皮书指出，

2017

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 以加征

关税等手段相威胁， 频频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

擦。

2018

年

3

月以来，针对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的中美经贸

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

益。 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

与美国开展多轮经贸磋商，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白皮书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提高对华加征关税，不利于解

决双边经贸问题，中国对此强烈反对，不得不作出反应，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副总编方江山出席国际金融报25周年座谈会

“国际金融报 25 周年工作座谈

会” 近日在上海陆家嘴召开。 人民日报

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出席并讲话。他代表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 总编辑庹震，

向《国际金融报》创刊 25 周年致以由

衷祝贺，向《国际金融报》全体新老员

工致以亲切慰问和由衷感谢。 他希望

《国际金融报》站在新起点，抓住新机

遇，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发扬

专业精神，发挥专业优势，立足区位优

势深耕细作，争取更大发展。

《国际金融报》董事长何伟主持座

谈会。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社长刘士安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图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

（右二）出席“国际金融报 25 周年工

作座谈会” 并与员工亲切交流。

张竞怡/文

招商局控股辽港集团

新入主2家港口上市公司

辽宁国资委拟将辽港集团 1.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招商局

辽宁，营口港和大连港的实控人将变更为招商局集团。

A4

中信证券并购广州证券

正式进入监管审核流程

中信证券收购广州证券事项已正式进入监管审核流程。广

州证券近期也动作频频，至少在十省市有撤销分支机构举动。

A2

中国宝武将控股马钢集团

产能过剩行业重组提速

安徽国资委将马钢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国宝武，

中国宝武将间接控制马钢股份 45.54%的股份。

A5

央行：包商银行接管是个案 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详见 A2版）

聚焦第二十一届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A5

科创板最后冲刺

基金公司全方位布局投资

目前已有 12 只科创主题基金获批。加上申请转型的老基

金，等待批文的主题产品超过 100 只。

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