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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2 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通报了证监会近年来市场操纵案件的执法

工作情况。 

  发言人表示，操纵市场误导和欺诈市场投资者，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破坏投资者对

资本市场的信任基础，扰乱资本市场秩序，阻碍自由市场机能和有效价格机制，抑制资本市

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是资本市场中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对此，证监会一直予以严

厉打击。历史上先后查处了“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德隆”、“汪建中”等一系列操纵市场

大案要案，维护了市场秩序，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2008 年至今，证监会对 150

多起涉嫌操纵市场的案件开展了调查，其中正式立案 80 余起，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1 起。移

送公安机关 16 起，法院对其中 7 起做出了刑事有罪判决，18 名当事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追缴非法所得共计 2.6 亿余元。 

  发言人介绍，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近三年来，操纵案件数量明显大幅上升，

且恶性操纵案件频发，有的操纵主体系累犯，多次操纵多只股票，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巨大，

最高非法获利达 1.68 亿元。最近查办的两起操纵案中，操纵者选择多只小盘股，利用明显

资金优势进行连续交易和对倒交易，累计交易金额多达几十亿元，获利数千万元，达到了犯

罪刑事追诉标准。我会将于近期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办案实践来看，市场操纵的作案手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账户关联隐蔽化。

从原来的使用本人账户或借用亲属账户，到无任何身份关联的融资户的使用；通过多地多点

布局、使用无资金往来的多账户进行分工操纵等。二是操纵手法多样化。“抢帽子”交易、连

续交易、虚假申报、反复撤单等手法从无到有、花样翻新。在有的案件中，操纵者不是采用

单一的操纵手法，而是综合运用开盘集合竞价虚假申报、盘中拉抬、尾盘封涨停等多种手法



进行市场操纵。三是信息型操纵案件值得关注。有的操纵主体故意编造、传播、散布对证券

价格有重大影响的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此获利。有的上市公司为配合大股

东、高管减持等需要，控制信息发布的内容和时机，以所谓“股价维护、市值管理”方式进行

信息操纵。此外，从包括证券场外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等中国资本市场整体看，跨

市场操纵也开始出现。执法实践中，已经遇到跨期货、现货市场操纵的案例。 

  发言人表示，为进一步打击市场操纵行为，证监会开发了互联网信息稽查分析系统，目

前已正式上线。该系统基于云计算、云搜索、云定位等领先的网络技术功能，采用行情波动、

信息披露、舆情动态三者联动模式，主动发现案件线索，通过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

提高透明度，遏制市场操纵、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证监会将进一步完善相

关规则，加强交易所对市场操纵行为的日常监控、动态分析和评估管理，针对不同类型操纵

采取相应的措施，坚持前端介入、及时制止。证监会还将进一步完善行政、刑事调查衔接机

制，采取重大案件会商、司法机关提前介入、联合办案等多种方式，加大刑事追责力度。对

于多次操纵、拒不配合调查、获利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今天，先通报 4 起市场操纵典型案例，今后还将陆续通报相关案件的稽查执法情况。 

  证监会查处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操纵市场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监控发现的线索，2012 年 3 月，证监会对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逸集团）操纵市场案立案调查。2014 年 4 月，证监会对恒逸集团操纵市场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 

  2011 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恒逸石化”股价一路下跌至 30 元左右，与 46.40 元的定

向增发价格差距非常大，保荐机构认为不修改增发价格则增发无望。为防止“恒逸石化”股价



进一步下跌，维护股价以完成定向增发，恒逸集团财务负责人楼翔决定动用恒逸集团 3000

万元资金，指使他人操作“何某水”、“施某红”账户拉抬“恒逸石化”股价。 

  2011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2 年 6 月 8 日期间，“何某水”和“施某红”账户组期间内最高持

股占流通股 2.07%，最高交易量达到当日该证券总成交量的 15.6%。账户组进行交易的 18

个交易日中，6 个交易日在账户组交易后出现上涨，平均日涨幅为 0.79%，4 个交易日平盘，

其余 8 个交易日下跌。至 2012 年 11 月，该账户组交易“恒逸石化”股票累计亏损 7,374,845.48

元，其交易资金来源于恒逸集团。 

  本案中，恒逸集团利用“何某水”、“施某红”账户买入“恒逸石化”的目的是维持、拉抬“恒

逸石化”股价，帮助实现定向增发，主观操纵“恒逸石化”交易价格的意图明显。虽然其交易

金额、持股比例、对市场价格影响的统计结果等交易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相关交易委托均

为真实委托，未能对“恒逸石化”股票的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动用 3000 万

元巨资集中买入“恒逸石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集中资金优势”、“连

续买卖”的操纵市场行为。楼翔作为恒逸集团上述行为的决策者和经手人，是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恒逸集团处以 60 万元罚款；

对楼翔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 

  本案系证监会首次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特定目的操纵行为进行处罚。特定目的

的操纵行为，使得市场投资者对公司股价的表现产生判断错误，扰乱证券市场秩序。证监会

对各类市场操纵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主观上具有操纵股票价

格的意图，并在客观上实施了拉抬股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都将被予以严厉打击。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证监会查处厦门宝拓操纵“焦炭 1209 合约”案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监控线索，2012 年 12 月，证监会对厦门宝拓资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宝拓）操纵“焦炭 1209 合约”价格案进行立案调查。2014 年 3 月，证监会对该案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焦炭 1209 合约”是 2012 年 9 月到期的一次性实物交割期货合约，其交割结算价为 2012

年 9 月全部交易日所有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价。2012 年 8 月 30 日，厦门宝拓及其母公司厦

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恒兴）合计多头持仓 580 手“焦炭 1209 合约”，占当日

多头总持仓量 98%。2012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12 日，厦门宝拓期货账户与上海桐润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桐润）期货账户相互进行了 4 笔交易，成交价均高于相互交易前该合约

日结算价，双向总成交 180 手，成交量占当月该合约总成交量 96%，导致“焦炭 1209 合约”

交割结算价上涨幅度达 3.11%。 

  经查，厦门宝拓和上海桐润期货账户由厦门宝拓实际控制，上述 4 笔对倒交易均系厦门

宝拓总经理陈云卿决策，以约定的时间和价格相互交易。厦门宝拓通过操纵“焦炭 1209 合约”

交割结算价，使得厦门宝拓和厦门恒兴在“焦炭 1209 合约”实物交割环节多计增值税进项税

额 387,658.12 元。 

  厦门宝拓操纵“焦炭 1209 合约”交割结算价的行为，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

十三条关于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规定，构成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

七十四条第(三)项“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所述

的行为。厦门宝拓操纵“焦炭 1209 合约”交割结算价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陈云卿，其他

直接责任人为苏新。证监会决定，对厦门宝拓没收违法所得 387,658.12 元并处以等额罚款，

对陈云卿给予警告并处以 3 万元罚款，对苏新给予警告并处以 1 万元罚款。 

  通常情况下，进入交割月的期货合约交易比较清淡，操纵比较容易实现。厦门宝拓在交

割月通过在其实际控制的期货账户间对倒交易“焦炭 1209 合约”来提高交割结算价，致使增



值税进项税额被多计，达到少纳增值税的目的。此种行为与传统的通过操纵形成价差进而获

利相比，是一种较为新型的操纵获利方式。 

  期货交易价格操纵行为扰乱了期货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破坏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

能。证监会对此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一旦发现，坚决依法查处，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期

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证监会查处苏颜翔操纵市场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控发现的线索，2012 年 3 月，证监会对苏颜翔涉嫌操纵证券市

场案立案调查。2014 年 1 月，证监会对苏颜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经查，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5 月，苏颜翔控制使用“苏颜翔”、“苏某明”、“严某生”等

3 人账户，在先期建仓后，通过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虚假申报撤单，随后反向卖出，盘中连续

竞价阶段频繁使用小额买单申报成交，以及大额买单虚假申报后迅速撤单等方式推高股价，

诱导其他投资者跟进，在股价推高、其他投资者买盘跟进后,迅速反向大额卖单卖出等方式

进行虚假申报操纵，共涉及“中联重科”、“东方钽业”等 13 只股票，获利 3,805,783.71 元。 

  苏颜翔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不得以其他手段操纵证

券市场”的规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证监会决定没收苏颜翔违法所得

3,805,783.71 元，并处 3,805,783.71 元罚款。 

  本案中，苏颜翔不以实际成交为目的，频繁进行申报和撤单，是典型的短线操纵行为，

该行为误导其他投资者对股票交易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判断，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市场操纵行为呈现出短线化的新特点。证监会将继

续保持高度关注，坚决予以打击，维护市场稳定，确保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切实保护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查处王建森操纵市场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监控发现的线索，2012 年 11 月 21 日，证监会对王建森操纵市场

案立案调查。2013 年 9 月 5 日，证监会对该案作出行政处罚。 

  经查，2012 年 9 月 10 日至 28 日期间，王建森使用本人证券账户先大量买入“ST 中冠 A”

逐步建仓，再通过开盘虚假申报操纵开盘价、对倒拉抬股价伺机阶段性出货、尾盘拉抬操纵

收盘价等手法操纵“ST 中冠 A”，操纵意图明显，致使该股价量出现异常变化，期间内涨幅

与大盘偏离度达到 15.57％。但由于同期大盘表现不佳，其未能诱使足够散户进场，“王建森”

账户在上述期间共计买入 4620 万元“ST 中冠 A”，累计亏损 32 万元。王建森的上述行为构

成《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所述的情形。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证监会决定

对王建森处以 60 万元罚款。 

  王建森作为资深职业股民，意图通过操纵证券市场获得超额收益。有媒体曾专门撰文对

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称之为“偷鸡不成蚀把米”。此案的调查和处罚，对市场上出现的认为

自身资金量较少，有可能侥幸逃脱监管视线的潜在操纵行为者是一个重大警示。 

  该案调查仅用 24 天，查处及时，调查效率高，也充分展现了证券监管机构严厉打击操

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决心和能力。此外，调查发现当事人王建森操纵手法兼具长线坐庄与短线

操纵的特点，为目前出现的新型操纵手法。证监会将对各类新型操纵市场行为保持高度关注，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予以打击，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