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法从事场外配资平台名单

序号 配资平台名称 网址
配资APP、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运营机构
注册地

1 319策略
www.zhonghangdo
ngli.com

手机APP:319
微信公众号：319策
略

微信号：
gh_df20a346d09a

中航动力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北京

2 顶级配资 www.29.com.cn 手机APP:顶级配资 北京天子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3 杜德配资

www.ddpz666.com
www.ddpz777.com
www.ddpz88.com

手机APP:杜德配资

微信公众号：杜德配
资

微信号：
gh_d3cc254439bb

北京哲杜德科技有限公司/西
安杜德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4 国睿信配

www.xhz666.com
www.pz399.com
www.zhongkegr.co
m

手机APP:国睿信配 北京厚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北京

5 鸿满仓 www.hmc68.com
微信公众号：北京鸿
满仓

微信号：bjhmc68
北京鸿满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6 华信投资
www.701991.com
www.702536.com  手机APP:华信投资 北京成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7 景盛配资

www.1716188.com
www.jingshengpeiz
i.com
www.690882.com

手机APP：景盛配资

微信公众号：景盛配
资官网

微信号：
gh_efbde71bc585

北京景盛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8 牛金宝股票配资

www.pz7678.com
www.pz388.com
www.njb777.com

手机APP：牛金宝 北京飞缀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9 168配资 www.168pz.com

微信公众号：168杠
杆配资策略

微信号：
www168pzcom

北京具城科技有限公司/广西

于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 配资天下 www.peizitx.com — — 北京

11 申捷策略

www.sjcl7.com
www.sjcl8.com
www.shenjiecelue.
com

手机APP:申捷策略

微信公众号：申捷策
略

微信号：
gh_c372f8d75bc8

北京申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2 顺市配资

www.bjsspz.com
www.sspz8.com
www.sspz99.com

手机APP:顺市配资
北京树双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宝思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13 闻道资本
www.wdzb888.co
m

微信公众号：北京闻
道资本

微信号：dtwdzb
北京泰恒隆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14 旭盛配资
www.weidianok.co
m — — 北京

15 365盈 www.365ying.cn — 北京瑞鑫久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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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诚飞财富

期货协汇

www.opeizi.com
www.qihuoxiehui.c
om

— 希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7 宜人配资

www.yrpz99.com
www.yrpz.com
www.yrpz8.com

手机APP：宜人配资

微信公众号：宜人配
资

微信号：YRPZ899

北京江兴黄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8 盈透股配
www.yingtoukeji.c
om.cn — 北京盈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9 宇轩配资

www.17186.com
www.bjyxpz.com
www.yuxuanpz.co
m

手机APP:宇轩配资/
宇轩股票交易端/宇轩

期货交易端

北京清峰宇轩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

20 峪科配资

www.97850.com
www.90957.com
www.53273.com
www.ruixinchuan.c
om

手机APP:峪科选牛股

/峪科配资

微信公众号：峪科股
票配资

微信号：ykpz888

北京峪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鑫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

21 中泽策略
www.zhzecelve.co
m

手机APP:中泽策略

微信公众号：zzcelve
北京和讯才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泽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

22 抓牛网
www.zhuaniuwang.
com — 北京抓牛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

23 融可赢配资

www.rongkeying.c
om
www.869668.com

— 北京姚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24 涵星配资 www.668392.com — 北京恒业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北京

25 点赢策略/股市策

略
www.dycl88.com － 安徽辉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

26 牛人股票配资 －
手机APP：牛人股票

配资
－ 安徽

27 致富配资/好策略 www.ahtyyz.cn － 肥东县石塘土元养殖场 安徽

28 安徽美通美 www.ahmtm.com － 安徽美通美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

29 博股论金 www.bglj.cn — 福建万千恒业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

30 点登富
www.dengfucelue.c
om

手机APP：点登富

微信公众号：登富

泉州登富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福建

31 微量科技 www.touguzhe.com

手机APP：微量操盘/
黑马操盘

微信公众号：壹加壹
集团

福建微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32 有富策略
www.youfucelue.co
m

手机APP：有富

微信公众号：有富策
略

福建优付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

33 智博家 www.591zbj.com 微信公众号：智博家 福州鼎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

34 智操盘 www.91zcp.com 微信公众号：智赢方
案

福州鹏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

35 1号配资
www.yhpz6.com
www.yhpz333.com — 珠海市船歌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

36 51我要配资

www.51pz.com
www.pz5100.com
www.617582.com

手机APP：51配资

微信公众号：51我要

配资(GZ51PZ)

广州我要配资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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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百铭洋配资 www.bmypz.com

手机APP：百铭洋配

资

微信公众号：百铭洋
平台
(gh_d38a84d2652a)

广州百铭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38 宝贷配资 www.bdpz.com — 广州铭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39 宝利配资
www.851975.com
www.298801.com

手机APP：宝利配资

微信公众号:宝利配资

(gh_d336f87e5705)
广州科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东

40 博宝配资 www.74258.com 微信公众号：博宝配
资杠杆策略推荐平台

仕博宝（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

41 炒股配资

浩广配资

qzjld.com/default.p
hp — 广州萨柯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2 达人配资 www.drpz.com 手机APP：达人 广州达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3 大发配资
www.dfpz.com.cn
www.dfpz.cn

微信公众号：大发配
资
（gh_9425cbdfd40e）

广州大发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广东

44 大资本优配 www.dzbyp.cn 手机APP：大资本优

配
广州誉投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5 方道配资
www.fdpeizi.com
www.fdff.com — 广州艺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6 凤凰配资 www.pz69.com — 广州丰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7 股点网
www.gudian168.co
m 手机APP：股点网 广东股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48 广禾配资
www.ghpz6.com
www.825578.com

手机APP:广禾配资/

广禾交易端

微信号：ghpz2016
广州通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49 国荣配资
www.grpz55.com
www.gzspo.com

手机APP:国荣官网

微信公众号:国荣服务

(gh_7fd77dd5f3511)
广州市国荣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0 恒捷配资 www.ajpz.com 微信公众号：老品牌
速配(ippspcom) 广州恒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51 红牡丹配资 www.0305.cn — 广州义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2 红太阳配资
www.htypz.cn
www.htycc.cn

微信公众号：广州顺
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typz8)

广州顺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3 辉煌配资
www.huihuangpeizi
.com.cn — 广州浏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4 金景配资
www.866.com.cn
www.229.com.cn 

手机APP：金景配资

端/金景交易端
茂名市金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5 聚富 www.737235.com — 珠海珠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6 康乾配资 www.kqpz.com 手机APP：康乾配资

交易端/康乾配资微端
广州盛连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7 拉伯配资
www.jhywh.com
www.00695.com

微信公众号：拉伯杠
杆策略

(gh_417fg5350708)
广州拉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8 领航配资
www.550899.com
www.pz59.com

微信公众号：领航平
台(linghangpz) 广州英贤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59 米涂配资
www.mt2345.com
www.900905.com

微信公众号：米涂盘
（gh_7ebc671e6a23) 广州米涂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0 民信配资
www.mxpz.com
www.mxpz66.com

手机APP：民信配资

端、民信交易端
珠海市迈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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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牛8速配
www.1236pz.com
www.niu8pz.com

微信公众号：卫记
(niu8_peizi) 广州卫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2 牛达人 www.ndrpz.com 手机APP：牛达人 广州公盈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3 配多多
www.pdd777.com
www.pddpz.com

微信公众号：配多多
配资(peiduoduo8) 广州浩威亮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4 配资栈 www.peizi08.com 手机APP：通达信 广州复科拉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5 普惠配资 www.phpeizi.com — 广州凌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6 钱龙配资 www.ql38.com 手机APP：钱龙配资 广州钱龙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

67 融凯配资
www.nmfst.com
www.8056.com — 广州杨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8 融亿配 www.ryp360.com — 广州司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69 速配资 www.597198.com — 珠海市国志余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70 万宝配资

www.wbpz888.co
m
www.wbpz.com
www.wbpz68.com

— 广州万堡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1 维海配资 www.488.com.cn 手机APP：维海配资 广州维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2 鑫恒盈配资
pz3799.com
www.xhypz.com

微信公众号：鑫恒盈
配资(xhypz999) 广州鑫恒盈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3 信康配资
www.916917.com
www.xk5566.com

微信公众号：信康平
台(xinkangpeizi888) 广州信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4 亿配资
www.ypz58.com
www.pz550.com — 广州托坝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

75 益配资
www.yipz66.com
www.yipz88.com

手机APP:益配资

微信公众号:益配平台

(gh_054583ec99e)
广州非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6 盈股信息 www.ygcf666.com — 佛山市盈股信息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广东

77 至尊配资
www.zhizunpeizi.c
om.cn

手机APP:至尊交易端

/至尊配资端
广州中寰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8 卓信宝配资

www.38468.com
www.38468.net
www.zxb666.com
www.zxb588.com
www.zhuoxinbao.c
om
www.5012555.com

手机APP：融晟股票

配资通

微信公众号:卓信宝股

票配资(zxbpz888)

卓信宝（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

79 尊享配资
www.889.com.cn
www.0706.com.cn

手机APP：尊享配资

端/尊享交易端
广州德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80 牛弘配资
www.xingleipeizi.c
om — 广州牛弘配资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

81 永利策略
www.yingtianxiake
ji.com.cn — 广州富之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

82 众盈易配 www.zyyp888.com — 广东众盈易配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广东

83 飚升网

www.bytz668.com
47919.shop.52bjw.
cn

微信公众号：飙升网 广西飚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

84 财云股票配资 www.18cloud.com — 北海才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

85 大有策略
www.dayou.suiyon
gbao.com.cn — 广西东盛丰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广西

86 东南配资 www.9999pz.com 微信公众号：东南配
资

广西东亦南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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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翻翻配资网 www.9fanfan.com — 北海泽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

88 股壹佰 www.gu100.com 手机APP：股壹佰股

票策略
北海股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

89 汇金财富 www.hjcftz.com — 广西汇金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

90 美林配资 www.15355.com 微信公众号：美林配
资杠杆策略平台

广西林内实业有限公司 广西

91 牛壹佰 www.niu100.com — 北海千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

92 易操盘 www.ycp555.com — 广西设荣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

93 盈策略 www.ycl899.com — 南宁盈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

94 涨8配资网 www.zhang8.com — 北海涨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

95 明珠国际 www.mz39.com — 贵阳市浩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

96 金多多/金多多策

略
www.jddcl.com 手机APP：金多多

海南金多多策略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海南

97 九狐大通
www.jiuhudatong.c
om — — 海南

98 米牛配资 www.mn666.com — 海南米云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

99 配资股 www.pzg99.com 手机APP：配资余额

宝/配资股
海南风洛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

100 展鹏配资 www.zppz.com 手机APP：展鹏配资 海南丰普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

101 保顺投资 www.tsbstz.com — 唐山保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

102 俊升配资 www.312.com.cn 手机APP：俊升配资 石家庄梦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

103 天宸投资
www.tianchentouzi.
com — 黑龙江天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黑龙江

104 信立投资 www.xltz-zg.com — 信立投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

105 优配资
www.pz3789.com
www.youpeizi.com — 牡丹江市优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黑龙江

106 谋略天下
www.winwinwin16
8.com

微信公众号：时时赢
之谋略天下

武汉市时时赢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湖北

107 牛360配资 www.myn360.com — 融世纪网络科技（武汉）有限
公司

湖北

108 牛犇策略 w.hshdzsw.com 微信公众号：牛奔策
略

武汉市弘盛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湖北

109 世牛商务 www.whpeizi.com — 武汉世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湖北

110 秉银诸葛策略

www.zhugecelue.c
om
www.58pz.cn
www.zhugecelue.c
n

— 长沙秉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111 策略联盟
www.celuelianmen
g.com — 湖南中瑞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湖南

112 长沙配资网/三羊

财务

www.cssypz.com
www.cssycw.com — 长沙市三羊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

113 红盘宝
www.hongpanbao.c
om — 长沙红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114 牛盘宝
www.niupan188.co
m — 湖南萨拉黑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

115 无双策略
www.wushuangcl.c
om — 长沙诺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

116 西瓜在线
www.xiguapeizi.co
m — 长沙一融立方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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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易融网 www.178yr.com — 长沙行檀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

118 诚金资产 www.chnchj.com — 吉林省诚金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

119 盛鹏配资 07285.com — 通化市盛鹏商贸有限公司 吉林

120 恒泰配资/苏州配

资网
www.cnservice.net 手机APP:恒泰配资 苏州赛为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121 江苏配资网 www.njqhpz.com 手机APP:江苏配资网

（安卓版）

南京市白下区恒鑫智投资咨询

中心
江苏

122 南京禹王配资

www.51cxpz.com
http://shipichen.cn.
cebn.cn

微信小程序：股票配
资在线申请

微博：识股不识人

南京禹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123 牛金宝

www.njb777.com
www.pz6678.com
www.pz388.com

手机APP：牛金宝交

易端/牛金宝

连云港牛金宝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

124 泰丰投资 www.jstainuo.com — 南京泰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125 鑫达策略 www.njppx.net.cn — 南京鑫达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

126 中财所

www.345zc.com
www.zc391.com
www.zc385.com
www.zc396.com
www.zc392.com

手机APP:中财所交易 江苏才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

127 V交易网/微交易 www.vjiaoyi.cn — 江西银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

128 达慧投资 www.jxdhsw.com — 江西达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

129 皓鼎中心/鼎皓运

网

www.hsh688.com
www.hsh198.com

手机APP：皓鼎中心/
鼎皓运网

微信公众号：浩鼎中

心

抚州海深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130 恒利决策 www.zgc18.com — 九江浩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131 内盘期货 www.npqhzs.com — 南昌期财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132 神牛资讯 www.wbnjsfw.com 手机APP：神牛资讯 江西沃帮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133 永利投资 www.072155.com — 南昌望唐淳海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

134 卓润财经 www.zrcj888.com — 南昌卓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135 金龙诚

http://www.jinlong
chengzichan.com/ji
nlongcheng.html

— 宁夏金龙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

136 股票开户宝 — 豌豆夹APP应用市场 青岛艺华金斯达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

137 金惠配资

www.pz68.com
www.pz6.com
www.51568.com
www.jhpz68.com
www.pz45.com
www.jhpz58.com

— 青岛金泽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138 久联优配

www.jlpz8.com
www.pz88.com
www.899389.com
www.jlpz88.com

— 青岛久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139 聚宝盆

www.559588.com
www.pz9499.com
www.717277.com

— 青岛滕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

140 乐配资 www.lpz22.com — 青岛申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

141 潍坊家林
www.weifangjialin.
cn — —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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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西科配资 www.xiakeb.com 手机APP：西科配资
山东银企金融后台服务有限公

司
山东

143 K线猎手 www.kxianls.com — 上海狄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44 倍盈 www.ibeying.com — 上海旭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45 大盈家 www.byingjia.cn — 上海业阜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

146 点牛股
www.dianniugu.co
m — 上海围圆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

147 东方配资 www.dfpz08.com — 上海鸣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48 翻倍赚 www.fbzhuan.net — 上海番贝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上海

149 股莘配资
www.gushenpeizi.c
om — 上海股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150 豪极资本
www.hjzbcapital.co
m — 上海豪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151 合优配资/上海合

优投资
www.heyoutz.com — 上海合优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152 恒信策略
www.hxin16888.co
m — 上海钊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上海

153 红盘
pc.redtrading.com.
cn — 上海红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54 金鼎配资
www.jindingpeizi.c
om — 硕空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

155 牛立方 mm.yy3588.com — 上海火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156 桥水配资
www.appstn.com/p
eizi/175.html — 上海明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157 投牛策略
www.touniuchina.c
om — 上海文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58 亚晶金融 www.ya-jing.cn — 上海彭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159 银铺子配资
www.yinpuzi.com.c
n — 持泰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

160 誉信资本
www.yuxinziben.ne
t — 烟宁（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

161 原津资本
www.yuanjin-
capital.com — 原津（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

162 涨啦 www.izhangla.cn — 上海圣隆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163 中国金融期货配
资网

www.china-
futures.cn — 上海中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164 中国期货&股指期

货配资网

www.futureschina.c
om.cn — 上海中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165 中岩投资 www.zytzzx.com — 上海鑫桥大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

166 68配资 www.68peizi.com — 深圳市深证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167 安全配资 www.aqpz.com — 深圳市汇智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

168 宝利阁
www.baolige68.co
m — 深圳市鑫祥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69 宝尚 www.bspeizi.com — 深圳市宝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

170 财惠赚 www.3626158.com — 深圳市海泰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71 操盘所

www.995200.com
www.qcp168.cn
www.27pz.com

— 深圳前海趣操盘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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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策略股 www.celuegu.com — 深圳市成鑫友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73 诚信配资

www.chengxinpeizi
.com
www.peizi998.com

— 深圳市墨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174 创盈盘 www.cyp668.com — 深圳市创客华章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75 创赢盘
www.chuangyingpa
n.com — 深圳市创客华章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76 大发T+0配资 www.55538.com — 大发国际投资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
深圳

177 大牛时代配资
www.dnsd1688.co
m — 深圳大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78 大智慧配资
www.545.cn
www.545.com — 深圳市大智彗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

179 富成配资

http://8800690.com
www.fcpz.com
www.7777fc.com

— 深圳市富兴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

180 股天下配资 www.gu7.com — 深圳前海磊磊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

181 国盛速配 www.gssp8.com — 深圳市国盛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82
涵乔财富/涵乔配

资/涵乔mom操盘

网

www.58hanqiao.co
m — 深圳市涵乔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

183 恒利配资 www.88038.cn — 深圳市恒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84 恒牛所
http://966731.com
www.hn92.com — 深圳市国金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

185 环球策略 www.hqcl.com — 深圳市圣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86 佳永配资
www.805pz.com
www.jiaypz.com — 深圳市佳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87 金诚无忧 www.jcwy88.com — 金诚无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

188 金巷子 www.jxz518.com — 深圳市金巷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

189 九鼎配资

www.jdpz09.com
http://jd1.ghypz.co
m

— 深圳市广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

190 聚赢盘 www.jyp79.com — 深圳市惠聚天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

191 联美配资 www.LMPZ88.co
m

— 深圳市联立美艺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92 零柒配资
www.301200.com
www.lqpz66.com — 深圳市祥鑫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93 牛股动力
www.niugudongli.c
om — 深圳市博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

194 启天配资

www.832921.com
www.07838.com
www.cc689.com

— 深圳市启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95 趣操盘 www.qcp168.cn — 深圳前海趣操盘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深圳

196 赛岳恒配资

www.syh02.com
www.abcgzs.com/i
ndex.html

— 深圳市赛岳恒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197 速盈所
www.suyingsuo.co
m — 深圳市国利顺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198 淘股神
www.taogushen.co
m — 深圳前海韦恩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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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天天配资网
http://jucelin.cn
www.638977.com — 深圳市辉楷贺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

200 同花顺 www.864.cn — 深圳市同顺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

201 同盛金/牛小散 www.tcjin.com — 深圳市同盛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深圳

202 新宝融资配资

https://xb.xinbaopei
zi.com
www.76438.com

— 深圳海商汇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203 新恒生
www.st0008.com
www.55538.cn — 深圳市安良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

204 亿操盘 www.siyijr.cn — 深圳市思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205 赢翻网/秒配A股 www.yfpz.cn — 深圳市金算盘机器人技术有限

公司
深圳

206 永利配资 www.858579.com — 深圳市正浩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207 优速配资

http://www.203958
.com
www.669.com.cn

— 深圳市光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208 创融界/股联社

www.clrpeizi.com
www.glspeizi.com
www.gls18.com
www.clrpzw.com
www.xn186.com
www.qfsw8.com
www.qfsw88.com

手机APP：创融界/股
联社

成都企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四川

209 迪莱奥普 www.898363.com

手机APP：迪莱奥普

交易端软件

微信公众号：迪莱
aopu科技

成都迪莱奥普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吾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210 鸿泰利创 www.htlc1688.com
微信小程序：四川鸿
泰利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四川鸿泰利创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四川

211 吉牛网/闪牛
www.jzz169.com
www.gzz188.cn 手机APP：吉牛网 成都吉周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212 领观 www.lg658.com 手机APP：领观 成都开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213 上尚策 www.ynktny.com 手机APP：上尚策/豪
资随配

成都盛世银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四川

214 四川中壹
www.sczhongyi.co
m — 四川中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四川

215 新牛人
www.newniuren.co
m

手机APP：博易大师

牛资管软件

微博账号：新牛人-股
票期货投资神器

成都复鑫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四川

216 益牛网 www.ynw178.com 手机APP：益牛网
成都燚牛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四川

217 盈邦网 www.ybw666.com 手机APP：盈邦网 成都盈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

218 招牛网

www.zhaoniuwang
668.com
www.zhaoniuwang
688.com
www.jiuniu198.co
m
www.jiuniu188.co
m

手机APP：招牛网 自贡亿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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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钻石配资

www.zspz5.com
www.zspz6.com
www.zspz8.com
www.zspz9.com
www.zspz008.com

手机APP：钻石配资 成都瀚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

220 股民之家/天津配

资之家
www.tjpzzj.com — 通达信(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天津

221 真牛所 www.zns2.com — 天津市佩雅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222 OTO资本 www.otosh.com — — 厦门

223 财富牛 www.cfniu.com.cn 手机APP：财富牛 霞浦财富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

224 股神策略
www.gushenclub.c
om 手机APP：股神策略 涨门(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

225 融创配资 www.338867.com 手机APP：融创配资
厦门融创睿楹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厦门

226 思海资管 www.sihai58.com 微信公众号：思海资
管

厦门森思海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

227 盈盛达

www.bzy6688.com
www.bzy010.com
www.bzy5588.com

— 云南佰兹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

228 文商期货配资/小
兵期货配资网

www.qihuopeizi.co
m.cn — 杭州文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

229 91点买吧 www.91dmb.com — 杭州盈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0 91微操盘 － 手机APP：91微操盘 杭州亨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1 A股策略 www.558tt.com — 杭州九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2 爱策略 www.18icl.com
手机APP：爱策略

微信公众号：爱策略
点买

浙江坦福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3 安鑫宝
www.anxinbaopz.c
om — 杭州军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234 博牛宝沪深策略 www.bnb18.com — 杭州博牛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5 财策略 www.caicelue.cn 微信公众号：财策略 杭州立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36 策略操盘 www.clcp168.com — 杭州点牛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

237 堆财网 www.duicai18.com 微信号：堆财小秘 杭州宇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

238 股大牛
www.gushen518.co
m — 浙江速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

239 股票策略神器股
票炒股

－
手机APP：股票策略

神器

杭州盈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曾用名:杭州喜股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

240 股票配资 － 手机APP：股票配资
浙江中搜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浙江

241 股融配资
http://www.grzgpz.
com — 杭州天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

242 华尔街股票配资
炒股

－
手机APP：华尔街好

策略股票配资炒股
江山华韬兆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43 金帛策略 － 手机APP：金帛策略
杭州锦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已注销）

浙江

244 配资178 www.pz178.com — 软享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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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普臣资产 www.ypz188.com

微信公众号：K线视

野

微信号：程经理

微博账号：浙江普臣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普
臣资产小许/普臣小刘

杭州银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

246 期金管家 www.lcqjgj.com

微信公众号：杭州期
金管家

微博账号：陆诚期金
管家

浙江陆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247 全达网 www.qd1258.com 微信公众号：全达网 杭州恺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48 神牛168 swap.ztgu168.com 微信公众号：神牛
168

杭州槃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49 双盈宝
www.shuangyingba
o163.com — 杭州惠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50 天添盈
www.tiantianying1
88.com

微信号：周敏（个
人）

杭州长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

251 投融界
https://www.trjcn.c
om/lp/6417.html

手机APP、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微博账
号：投融界

浙江投融界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

252 一直牛 www.guhongli.com 微信公众号：一直牛 杭州诚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53 盈盈有道 www.qsqpz.com 微信号：钱生钱策略 杭州同安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浙江

254 赢牛网 www.eyingniu.com 微信公众号：赢牛网 杭州恺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255 智投期权
www.qianyi6688.c
om

微信公众号：智投期
权策略

微博账号：智投期权

杭州千翼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

256 东方红 www.3377.com..cn — 重庆纽旭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257 拾贝赢
www.shibeiying.co
m — 重庆太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258 旺发速配 www.885.com..cn — 重庆旺发速配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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