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茵 摄

应从“8·16” 事件学到什么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尽管当天股市已经清算

终结，但“

8

·

16

”事件远未结

束，必将对证券行业及资本市

场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证

券行业应引以为戒，全面清查

风险，提高风控合规的意识及

能力。 同时应看到，证券行业

创新是国民经济增长转型、资

本市场完善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能因噎废食。 另一方面，巨

额“学费”不能白交，“

8

·

16

”事

件虽然是小概率事件，揭露的

风险和漏洞不可小觑，监管部

门、交易所及机构对风险的管

控和防范能力亟待加强。 下一

步，在清理“

8

·

16

”事件遗留的

“一地鸡毛”的同时，期待监管

部门启动填补制度空白的研

究并出台“组合拳”。

目前，“

8

·

16

” 事件的基本

轮廓已经清晰， 虽然没有人为

因素， 但系统程序的设计问题

使得市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遭遇冲击， 深刻暴露了部分证

券公司风控合规意识及能力存

在巨大漏洞。（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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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事件

今

日

关

注

●

暴露股市四大制度漏洞

●

点出两大市场真相 大盘蓝筹或被锁定

●

天量错单敲响券商风控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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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光大证券系统缺陷致交易异常

中金所限制光大证券自营业务期指开仓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熊锋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18

日通报

了

16

日光大证券交易异常的应急

处置和初步核查情况。 经初步核

查， 原因是光大证券自营的策略

交易系统存在设计缺陷， 连锁触

发后生成巨额订单。 在核查中尚

未发现人为操作差错， 但光大证

券该项业务内部控制存在明显缺

陷，信息系统管理问题较多。上海

证监局已决定先行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暂停相关业务，责成公司整

改，进行内部责任追究。 同时，证

监会决定对光大证券正式立案调

查， 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严肃

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

发言人介绍，

8

月

16

日

11

时

5

分左右， 上证综指突然上涨

5.96%

，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

行和中国银行等权重股均触及

涨停。 证监会对此迅速作出反

应，组织上海证监局、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单位

立即进行应急处置和核查。

经核查，上交所各交易和技

术系统均运行正常。核查发现主

要买入方为光大证券自营账户

后，上交所立即向光大证券电话

问询，并与上海证监局共同派人

赶赴光大证券进行核查。根据光

大证券申请，午后暂停其股票的

交易。核查发现事故原因为光大

证券策略交易投资系统的问题

后，上交所和上海证监局立即督

促其采取对外公告说明情况、答

复投资者询问、在故障排除前停

用策略交易投资系统等措施。

依据有关法规，

8

月

16

日全

天股市交易成交有效，能够顺利

交收，整个结算体系运行正常。

经初步核查，光大证券自营

的策略交易系统包含订单生成

系统和订单执行系统两个部分，

存在程序调用错误、额度控制失

效等设计缺陷， 并被连锁触发，

导致生成巨量市价委托订单，直

接发送至上交所，累计申报买入

234

亿元，实际成交

72.7

亿元。 同

日，光大证券将

18.5

亿元股票转

化为

ETF

卖出，并卖空

7130

手股

指期货合约。

发言人指出，当前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资本充足， 流动性充

沛，风控合规体系健全，业务运

营规范稳健。此次事件是我国资

本市场建立以来的首例，是一起

极端个别事件，但暴露出的问题

足以引起整个证券期货行业的

高度警觉，必须以此为鉴，举一

反三，吸取教训，堵塞漏洞，完善

制度，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

生。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期货交

易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一线

监管， 完善监管制度和规则，确

保市场安全有效规范运行，切实

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又讯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18

日晚发布公告称， 鉴于证监会

已对光大证券采取立案调查措

施，中金所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

例》、《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该

所业务规则，决定自

2013

年

8

月

19

日起， 对光大证券自营业务股指

期货交易采取限制开仓措施。

中金所表示，将本着维护证

券期货市场稳定的原则，督促光

大证券妥善处理现有持仓。

楼市政策近期倾向“维稳”

长效调控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

本报记者 张敏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由发

改委、住建部、国土部等部门会

同相关行业协会正稳步推进楼

市调控长效机制的制定。权威人

士表示，尽管存在温州松绑调控

等试探政策的情况，但这种现象

不会大幅蔓延。 按照高层的定

调， 在

10

月三中全会召开前，楼

市调控政策基调将以稳为主。其

他城市试图松绑政策的尝试，很

有可能被驳回。

权威人士表示，最新的杭州

房产税试点方案有望提交给主

管部门，有望

10

月后推出。 按照

方案，杭州房产税税率将提高至

5‰

—

10‰

，而非原方案中的

4‰

—

8‰

。南京、青岛等城市的房产

税方案已经成熟，均有望纳入下

一批试点范围。 此外，一线城市

也有可能纳入新一批试点。

该人士表示，在长效机制建

设方面， 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

设、全国房屋普查体系等，在完成

基础工作后， 有可能在

10

月后取

得实质性推进。土地、户籍等制度

改革将真正纳入议事日程。 长效

机制建设是渐进式过程， 具体制

度设计等尚需长期论证。限购、限

价等政策很难快速退出， 现有政

策基调恐将持续一段时间。

光大证券：将审慎处理现货和期指空头合约

□

本报记者 朱茵

光大证券

18

日

18

时就 “

8

·

16

”交易异常的产生及处置情况

召开发布会。 公司总裁徐浩明

表示，将审慎妥善处理好现货和

期指空头合约。 目前，公司其他

各项经营活动保持正常。 公司

已通过自有资金、变现部分证券

类资产等措施，保证交易正常清

算交收。

徐浩明表示， 此次事件是

一次极端事件， 公司因

ETF

申

购赎回套利系统出现问题，导

致市场波动。 公司将针对这次

事件的过程和产生原因进行系

列改进措施；对这次事件造成

的后果真诚向广大投资者道

歉； 将配合监管部门， 严肃负

责尽快查明原因， 并采取措

施， 进一步强化公司内控体

系。 徐浩明说，公司已封存系

统和交易数据及文档备份流

水，公司内部及时暂停新增套

利交易系统，目前这方面业务

暂停，工作小组对整个过程在

全面复核。

光大证券

18

日公告称，按

照

16

日收盘价，光大证券当日

盯市损失约为

1.94

亿元， 但其

对公司造成的最终损失以及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

还可能随着市场情况发生变

化。 同时， 本次事件导致

16

日

公司“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

品

/

净资本” 指标超过

100%

的

监管红线，公司可能因此事件

面临监管部门的警示或处罚，

从而可能影响公司业务拓展

和经营业绩。

“散兵游勇”难成大气候

期货私募“小时代”之惑

期货私募光鲜亮丽的背后，遇到团队建设不足、研究力量薄

弱、发行渠道狭窄和成本过高等诸多“瓶颈”，这是期货私募“小时

代”的真实写照。 要解现实之惑，作为期货私募，必须加强团队建

设，根除“单打独斗”思路以扩大管理规模，寻求与基金、期货公司

合作，借力发展。监管层也要在政策上放宽限制，支持对冲基金业

发展壮大。

A07

期货大视野

A02

财经要闻

深圳保税区

有望纳入自贸区建设试点

中国股基资金净流出创三个月新高

美国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

EPFR

）最新发布的周度资金流向

报告显示，截至

8

月

14

日的一周内，新兴市场股基在过去的

12

周内第

8

次出现资金净流出。其中，中国股基的资金净流出额创三个多月来

新高，达到

51

亿美元。

�海外

信息消费“大动脉” 新一轮提速在即

� � � �“宽带中国”升格为国家战略，将为我国未来网络基础建设定下

具体的操作方案。 分析人士认为，网络宽带作为信息消费整个产业

链中最靠前的一环，构建信息消费高速公路，促进“大动脉”提速，将

给信息消费战略提供基础保障和先决条件。

A08

公司新闻

基金业人才困局需解三重“锁”

业内人士指出，股权激励缺位、行业瓶颈日深及股东利益短

视是导致近年来基金业高端人才纷纷“出走”的三大主因，这也为

基金业的未来发展埋下隐忧。 要破除这三大障碍，无法借助外力

推动，必须依靠行业内部实质性改革。

金牛基金周报

图为光大证券总裁徐浩明（左三），总裁助理杨赤忠（左二），董秘梅键（左四）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朱茵 摄

70大中城市房价

69个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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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催化剂镧铈含量提高

利好稀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