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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大大证证券券总总裁裁徐徐浩浩明明辞辞职职
董事长袁长清代行职责，昨日午后再度停牌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２日电 在光
大证券事件中，光大证券首先想到的
是自身止损，特别是光大证券在公告
发布之前，在期货市场进行对冲，整
个过程缺乏透明度。而交易所也没能
及时告知市场出现异常交易。

无论是光大证券的资金授权还
是有关交易所的风险警示，为什么
这些环节的监管者都没有及时启动
应急机制来保护投资者利益？

也许光大证券只是“原罪”，而更
多的反思应该留给中国资本市场的
监管系统，从主管部门到交易所，都
应该真正学会尊重投资者的权益。

据新华社深圳８月２２日电 万
福生科２１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控
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因
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
信息和伪造金融票证犯罪，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自此，万福生科欺诈
发行案正式进入了刑事追责阶段。

此次万福生科保荐机构平安证
券因未勤勉尽责而收到了史上最重
罚单：证监会拟没收平安证券万福
生科发行上市项目业务收入２５５５万
元，并处以２倍的罚款，暂停其保荐
机构资格３个月；对两位保荐代表人
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３０万元罚款，
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和证券从业资
格，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平
安证券评级从Ａ类下调为Ｃ类。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２日专电
（记者 陈炜伟 朱立毅） 国
家质检总局２２日通报称，近日，
有国内电商网站进行德国大闸
蟹的团购预售活动，预定批次
已超过３００００批，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国家质检总局表示，
德国大闸蟹尚未具备对华出
口资质，未经法定准入和检
疫合格的德国大闸蟹存在诸
多风险。

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
疫监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德国大闸蟹尚未具备对华出
口资质。根据现行中国法规
规定和国际通行做法，大闸

蟹类水生动物在首次对华出
口前，须由出口国官方向中
国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提出申
请，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
一系列检疫准入程序，如中
国官方认定其风险可控并在
可接受风险水平内，由进出
口国官方确认卫生要求和检
疫证书后方可对华出口。目
前，国家质检总局既未收到
德国官方的正式申请，也未收
到企业进口德国大闸蟹的检疫
许可申请。德国大闸蟹此前从
未获准进口至中国。

国家质检总局指出，未经
法定准入和检疫合格的德国大

闸蟹存在诸多风险。大闸蟹类
水生动物涉及动物卫生、公共
卫生、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
全等重要敏感问题，属于高风
险商品。德国大闸蟹已在德国
定殖近百年，是否因环境改变
而发生变异，或携带当地水体
环境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
和有害生物尚无定数，未经过
严格的检疫和检测，盲目引进
或食用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造成隐患。

据介绍，国家质检总局已
就此问题紧急约谈有关电商企
业，要求其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规定，妥善处理相关问题，并向

公众作出说明。有关企业已就
此于２１日正式通知下属办事机
构。国家质检总局将密切关注
相关问题的后续进展，并及时
跟进采取措施。同时，国家质检
总局提示广大消费者，现阶段
请勿盲目购买不明来源和未经
检疫合格的德国大闸蟹，避免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健康损
害。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如
果存在消费需求，且德国官方
正式申请对华出口大闸蟹，国
家质检总局将按法定程序同德
国官方密切合作，妥善解决德
国大闸蟹检疫准入问题。

如果说光大证券做空期
指是止损的正当举措，那么这
7130张空单在市场了解真相
后是否仍然能够成交？

“市场总是有人看多、有
人看跌，这样才能形成期货交
易，光大证券的错误买单应该
会被市场普遍解读为利空。在
这种情况下，空单可能仍有人
接手，但成交量不可能那么
大。”一位期货界人士说。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
数据显示，相较前四个交易日
日均成交量，16日股指期货四
个合约成交量累计涨幅高达
3 2 % ，成 交 金 额 总 量 暴 涨
43%；其中由光大证券主要做
空的IF1309合约16日当天的
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高出

66 . 7%，成交金额剧增65%。
空单成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市场对利好的猜测，很难想
象，在获得光大证券的公告之
后，还有谁会去对冲其巨量空
单。

根据2012年发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
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在内幕信息
敏感期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
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获利
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七十五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
节特别严重”。

由此看来，光大证券要付
出的代价恐怕不只是总裁辞
职。 据新华社

根据证券法，内幕信息包
括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
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等多项
涉及上市公司的内容，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
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
其他重要信息也可定性为内
幕信息。

“8·16”事件中，光大证券
在早盘错误买入72亿元权重
股股票，推高了市场价格，在

下午2时20分向市场公布之
前，此信息当属内幕信息。

“光大证券错误的大额买
入行为已经导致了市场价格
波动，而一旦市场了解真相，
光大证券自身的股价及其所
买入股票的价格都会大幅下
挫。从这一点看，光大买入巨
额股票本身已经构成内幕信
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张远忠说。

据新华社上海８月２２日电
２２日沪深股指出现分化走

势，其中深证成指率先反弹，不
过二者幅度都十分有限。陷入

“异动风波”的光大证券午后再
度停牌。同日，徐浩明辞去光大
证券董事和总裁职务，光大证
券将于２３日复牌。

光大证券２２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接受徐浩明先生辞去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总
裁职务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
司董事长袁长清先生代行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职责的
议案》，同意接受徐浩明提出的
辞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职务的申请，同意公司
董事长袁长清代行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职责。

当日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７６０亿元和１０５８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有所放大。大部分行业板
块收跌，不过幅度有限。

由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主承销业务被暂停，光大
证券早盘继续下跌。午后光大
证券再度停牌，并宣布总裁辞
任消息。这意味着８月１６日“光
大事件”影响正持续发酵。

经公司申请，光大证券自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１３点００分起临时
停牌，并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复牌。

光光大大证证券券难难逃逃
内内幕幕交交易易嫌嫌疑疑
代价恐怕不止总裁辞职

光大证券“乌龙”事件发酵已近一周。随着监管层的
调查接近尾声，如何对光大证券16日的做空操作进行定
性至关重要，人们尤其关注光大证券在事件过程中是否
存在内幕交易之嫌。

网网购购德德国国大大闸闸蟹蟹，，悠悠着着点点！！
质检总局：德国大闸蟹未获准进口，存在诸多风险

错买巨额股票

是否构成内幕信息？

公告后巨量空单

能否依然成交？

据新华网北京8月2 2日电
2005年4月，被誉为拥有深厚金融系
统阅历的徐浩明接掌光大证券帅
印。掌舵8年间，他带领这家最早的
创新试点券商、第二家IPO的券商、
曾被视为与中信证券比肩的券商领
头羊，走入实力没落、弊端重重、屡
屡受罚的境地，直至如今，遭遇成立
以来最大危机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光大证券直投业务近5年来投
资16个项目仅1个项目成功上市，且
上市项目当年就出现业绩下滑；今
年首轮IPO财务核查受到监管部门
重点关注，被抽中5家保荐企业，数
量仅次于国信证券，并因对康达新
材、天丰节能的“荐而不保”，接连被
出具监管警示函、遭立案调查。

徐浩明掌舵8年
光大屡屡受罚

主管部门应尊重
投资者权益

万福生科董事长
被刑拘

据新华社上海８月２２日电 中
国电信２１日公布２０１３年上半年财
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三巨头半年总收入超过
６０００亿元，合计净利润７８５亿元，平
均每天净赚４．３亿元。

中国移动营运收入约为中国联
通和中国电信之和，净利润达到中
国联通的１２倍。但是，中国移动净利
润增速仅有１．５％。中国电信净利润
增速达１５．９％，中国联通的净利润
增速高达５４．３％。东方证券分析师
周军认为，３Ｇ业务是拉动中国联通
业绩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电信三巨头
每天净赚4 . 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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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链接

2 做空期指

是否在内幕信息公告之前？

关于光大证券做空股指
期货是否属违法违规行为，北
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
所长胡俞越说，这取决于光大
证券建立股指期货空单仓位
究竟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

光大证券公告称，16日11
时07分，该公司交易员通过系
统监控模块发现成交金额异
常，随后为了对冲股票持仓风
险 ，即 开 始 卖 出 股 指 期 货

IF1309空头合约。当天下午开
盘后，光大证券继续卖出股指
期货空头合约，以对冲风险。
据统计，光大证券全天用于对
冲而新增的股指期货空头合
约总计为7130张。

由此看来，光大证券在公
告之前就已经大举做空，虽然
公司有止损的解释，但的确是
利用未公开信息来避免自身
损失，难逃内幕交易的嫌疑。

一名市民从北京一家光大证券营业部离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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