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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雅货币交易所亏损无
法出金骗局已曝光!把我亏惨
了

6月6日  0  247投稿

🚀 如何在本站投稿推广引流？

💰 本站项目：王牌云课堂知识付费自动赚钱
系统

💳 免费送手机POS机，费率0.38%，免费代
理！

    是正规平台吗？不能体现怎么办？投资被骗
怎么办？被骗该如何维权？

近期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投资者被所谓的“老
师”平台带单的案例。这些平台打着“低风
险 高收益 慈善 益投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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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高收益”、“慈善公益投票比赛”、
“边做公益变赚钱”的噱头先让投资人尝到甜
头再通过恶意操作将投资人的本金步步蚕食，
恶意阻止提现，到最后血本无归。尽管网络、
电视等接连曝光许多案件，可这类平台和老师
套路太深，还是有很多投资人误入其中！我公

司最近帮助到的一位该平台的受害者委托曝光
此平台恶劣行径!望广大投资者引以为戒，谨
慎投资！

 

 

 

荐股套路

1. 直播平台中，伪装成“股神、大V、老师、
播主、圈主”，号称有内幕消息、资深背景、
传奇业绩、独特眼光，以“分享炒股技巧、锁
定牛股、推荐黑马gu”等方式忽悠投资者。提
醒

2. 财经网站上，用“高手指导、大佬看盘、名
家谈股”等标题，吸引投资者充值购买“金
币、鲜花”等虚拟币，再通过“直播订阅、收
费文章、付费问答”等方式引诱投资者购买垃
圾信息。

 

3. 微信、QQ、微博、论坛、股吧上，用“大
数据诊股、推荐黑马、专家一对一指导、无收
益不收费”等夸张宣传，造假炒股业绩记录，
引诱投资者交钱成为会员客户。

 

4. 假扮陌生美女加微信、QQ聊天套近乎，宣
称背后有“老师、专家、”指导股票买卖，先
免费推荐几只股票展示实力，再忽悠投资者交
钱加入“内部VIP群、VIP直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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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骗局揭秘：

 

　　1、高收益的幌子：在做投资时，对那些
打着收益翻翻的平台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些
高收益都是虚的，只为吸引一些有一夜暴富心
理的投资人，如果这时候你信了，那么你就是
离掉入牢笼不远了！

 

　　2、知名老师喊做单：做交易时，如果有
人拉你进群，并且会有老师喊做单带你们炒
gu，但当老师以一些理由转做其他的产品时，
你就不要在跟着了，因为前期的分享炒股就是
烟雾弹，一旦你跟着做单其他品种类似指数、
期货，现货之类的，你将会落得个血本无归的
结局！

 

　　3、群托赚钱引诱：在每个喊做单群都会
有一些跟在老师后面的托，他们分工明确，有
的假装投资小白，有的假装老股民，以各种名
义证明他们做单的朋友正规且可信！

 

　　4、警惕私人转账：如果投资相应的平台
或公司，当你转账的时候发现是私人账户或者
一些非该平台账户的名称，转账不体现对方户
名的，以上情况则属于非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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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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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受骗亏损的朋友请咨询信德法
援,+v或致电：18988789948

 

写的不错，有赏！

如本文帮助到您，欢迎打赏作者喝杯咖啡
共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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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邮箱：admin # wpo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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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实操重点推荐的网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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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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