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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崩盘大起底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崩盘事件仍在不断发酵， 引发的连锁反应

也波及到青岛金智发等其他电子盘， 虽然此前携款潜逃的山东农

产品电子盘总经理李志胜已被捉拿归案， 但交易商们的维权行动

仍在进行中。 其中，37岁的交易商韩国勇则经历了一生中最煎熬的

24小时。

保证金比例从20%调整到50%，涨跌幅从5%调整到18%，开盘

瞬间跌停， 多方全部爆仓，2.8亿保证金不翼而飞……仅仅一天一

夜，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在崩盘前经历了疯狂时刻。 制度缺失、监管

不到位、资金管控不力，像全国其他倒掉的电子盘一样，山东农产

品电子盘自开盘之日起就注定了崩盘的命运。 作为近年来电子盘

崩盘的经典案例，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将留给市场长长的反思。

盘面诡异 交易规则突然改变

7月14日下午4:00，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已收盘一个小时，但在

这一小时里，山东金乡交易商韩国勇越想越不对劲，当天盘面的走

势实在太诡异了。

14日，山东农产品大蒜8月合约和12月合约一度跌停，至收盘

时，8月合约下跌2.51%， 收于2721元/吨，12月合约下跌3.92%，收

于3211元/吨。 照理说，盘面有涨有跌，本无需大惊小怪。 但韩国勇

隐隐感到，一场雪崩式下跌恐怕就要来临。

一个多月来，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大蒜8月合约一直在2700元/

吨-2800元/吨之间，虽然空方多次进攻，但都被多方一次次击退。

盘面始终维持在均衡之中。

这种均衡却十分脆弱。 6月28日到7月14日，虽然8月合约的盘

面价格一直在2750元/吨-2800元/吨之间震荡，但大蒜现货价格在

步步上涨，至14日当天已达3200元/吨，在这期间，另外两个大蒜电

子盘———青岛金智发电子盘和金乡金都电子盘8月合约的盘面价

格也一直在3000元/吨以上。

通常情况下，越接近交割月，盘面价格与现货价格越趋近，但8

月合约离交割月仅剩半个月，盘面价格却与现货价格越拉越大。 这

种情况下，输不起的空方必将殊死一搏。

金乡县大蒜协会会长杨桂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自2006年

山东金乡出现第一个电子盘，金乡及周边先后成立过寿光盘、龙鼎

盘、金乡盘、鱼山盘、恒利盘、恒丰盘、国兴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

电子盘。 但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些电子盘多则一两年，

少则几个月，无一例外地以崩盘告终，携款潜逃者更是不在少数。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可能要崩盘了！ ” 依据以往炒作电子盘的

经验，韩国勇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跟另外三个一块操盘的交易商交流后， 韩国勇决定前往山东

农产品电子盘所在地莱芜市报案。 这时候，又有几个交易商朋友打

过电话来，也觉得要出大事，各方一合计，决定一块前去报案。

临出发，韩国勇又给其他几个交易商朋友打去电话，准备多张

罗几个人一块上路，但很多交易商朋友认为韩国勇是杞人忧天。 33

岁的交易商胡明称，“农产品由山东商务厅‘背书’ 呢，怎么可能出

事？ ”

资料显示，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大股东为山东中商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山东中商的注册地址为济南市历阳大街6号4楼，正是山

东省商务厅所在的办公楼。 同时，山东中商的大股东山东国际商务

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为刘天林， 刘天林曾任山东省商务厅机关服

务中心主任，今年3月接任刘天林任山东中商董事长的魏玉超也曾

是山东省商务厅工作人员。

事实上，山东省商务厅信访办主任金晓锋事后也对媒体坦言，

刘天林和魏玉超确实为商务厅人员， 但此前已被山东省纪委 “双

规” 。 但彼时交易商们对此浑然不觉。

下午4:00一过，韩国勇等一行12人便驱车赶往莱芜。

就在韩国勇一行人赶赴莱芜途中，下午5时许，山东农产品电

子交易市场发布了 《关于DS1408合约提高买卖双方预付金的公

告》，公告表示，DS1408合约即将进入交割月，为进一步防范风险，

根据本市场《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之规定，结合DS1408合约交收

的为当年产、自然风干大蒜，以及库外存储交收的特性，经公司研

究决定，自7月15日开市起，交易订单混级大蒜DS1408买卖双方预

付金提高到50%，涨跌幅不变。

按照此前山东农产品电子盘交易的规则，交割月当月的1号才

需要把保证金从20%提高到50%，从而进入交割程序，而此次将提

高保证金的期限提前了15天。

“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多方打爆，因为之前空方也曾屡屡

想把多方打爆，但每次都被多方拉回来，所以它只能通过这样的方

法造成‘空逼多’的局面，让多方失去还手之力，2009年10月，龙鼎

盘要崩盘的时候就是通过禁止订立新合约的方式造成类似局面。”

韩国勇事后分析。

赶路心切的韩国勇得知这一消息已是傍晚6:00， 他的担心一

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争分夺秒 焦急多头连夜求救

7月15日上午8:59，离开盘只剩1分钟，交易商胡明的心也一下

子提到嗓子眼上，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个交易日，无数像胡明一样的

交易商此时却紧紧盯着行情界面。

就在6分钟前的8:53，山东农产品交易市场再次发布公告。 公

告表示，根据山东省金融办公室《关于督促对涉嫌违规从事标准化

合约交易的机构进行整改的通知》的指示，我市场将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整改。 2014年7月15日为本市场所有合约最后交易日。 7月15

日当日涨跌幅调整为18%。

据介绍，此前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涨跌幅一直为5%，而由于7

月14日当天8月合约和12月合约已经分别下跌2.51%和3.92%，如

果15日跌幅达到18%，那么多方将被全部爆仓。

“电子盘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缺乏制度

性约束，不但能制定规则，而且能随意修改规则，虽然每个电子盘

开盘时都号称遵守‘公正、公开、公平’ 的原则，但制度建设的缺失

使电子盘在发展过程中十分不规范， 已经多次引发监管部门对电

子盘的清理整顿。”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青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近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开展各类交易所现场检查的通知》(又称“28号文” )。 其中指出，证

监会将会同各省级人民政府金融、商务、文化、工商等部门，对各类

交易所集中开展一次现场检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交易品种、交易

方式、投资者人数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非法证券交易行为等。

山东省金融办随后也发布了《关于督促涉嫌违规从事标准化

合约交易的机构整改的通知》，要求在检查清理过程中，发现有以

电子商务名义从事标准化合约交易的行为， 将责令其立即停止交

易，对拒不整改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整改的将坚决予以取缔或关闭。

对多头而言， 如果说保证金从20%调整到50%还是死缓的话，

涨跌幅从5%调整到18%则直接宣告了多头的死刑， 而且是立即执

行。 胡明分析，保证金公告刚出又立马调整涨跌幅，说明空方显然

已失去耐心，已经抱定决心开盘便砸跌停，不给多方任何反击的机

会。

“千万不要开盘，千万不要开盘……” 胡明在心里一遍遍地默

念，胡明想到自己的600万资金即将化为乌有不禁痛心不已。 此时

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200多公里外身在莱芜派出所的韩国勇身上。

该事件涉及的资金数目不小。 按照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规定，

每周发布一次账户余额信息， 根据7月10日最新公告的余额信息，

工商银行账户可用余额为2.88亿元， 农业银行可用账户余额为

1077万元，两个账户合计余额近3亿元。

韩国勇来到莱芜派出所， 经侦科的办案人员在了解案情后表

示， 韩国勇等人应该去山东农产品交易市场所在辖区的北孝义派

出所报案。

到了北孝义派出所已是晚上9点多， 这时候的韩国勇心急如

焚，他提示“赶紧把李志胜带来协助调查” ，据悉，李志胜是山东农

产品电子盘的实际操盘人，一位交易商提供的资料显示，山东农产

品交易市场由山东中商和嘉禾电子联合承办， 其中中商电子为第

一大股东，嘉禾电子为第二大股东，实际建设和运营则外包给嘉禾

电子，工商资料显示，嘉禾电子于2013年1月份由李志胜成立。 但

是，由于立案调查需要过程，韩国勇等人只能干着急。

第二天早上8:00， 在派出所休息的交易商们赶到山东农产品

交易所，本是上班时间，办公室依然大门紧锁，不安的情绪开始在

交易商中蔓延。 离开盘只剩30分钟的时候，韩国勇意识到“大事不

妙” ，一帮人急忙上车赶回派出所。

“抓紧时间把服务器关掉，千万不能开盘啊，一开盘我们就都

完了，”韩国勇说，派出所办案人员立马向联通公司进发。但北孝义

派出所在郊区，联通公司在市区，此时已是8:50，离开盘只剩10分

钟。

危机揭开 神秘空头原形毕露

上午9:00，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开盘，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开盘

的惨烈景象还是让电脑前的多方交易商们吃惊。 8月合约和12月合

约双双封死在18.01%的跌停板上， 分别收于2231点和2673点，多

头全部爆仓。 到9:12，电子盘停止交易。 很快，几个电子盘交易商

QQ群里哀嚎一片。

通过复盘，许多交易商们认为这是空方的“一盘很大的棋” 。

据介绍，从6月份开始，8月合约便一直稳定在2700点到2800点

之间，即使其他电子盘8月合约已经纷纷突破3000点，山东农产品

的电子盘却一直被压制在2700点到2800点之间。于是，从6月开始，

有越来越多的多头买入进来，8月合约一度突破50万吨关口， 接近

60万吨，而到了6月下旬，部分多头眼看盘面确实拉不上来，于是纷

纷出逃，8月合约订单量几乎腰斩，但仍有20多万吨之巨。 到了7月，

现货价格开始稳步上涨， 盘面价格却不升反降， 引来更多多头买

入，而且只要买就有卖。

当时市场上便流传盘面异常的消息，杨桂华认为，当时大蒜价

格上涨的趋势已经建立起来，多空双方的分歧不可能这么大，唯一

的可能是空头人数极少，而且有一个大空头不看好大蒜价格，所以

一直在卖。 这个神秘的大空头到底是谁呢？

神秘面纱终于揭开， 这个大空头就是连续祭出调整保证金和

涨跌幅两记大招的山东农产品电子盘总经理李志胜。

“在国内的电子盘运营过程中，交易场所往往会参与到交易过

程中去，也就是自己坐庄，因为这里面的诱惑实在太大，而且交易

场所在交易上有着天然优势， 因为它能看到交易商的后台交易数

据，相当于坐庄者同时能看到赌徒的底牌，而且它不需要付出真金

白银的代价， 而只需要筹码， 也就是运用虚拟资金和交易进行对

赌，这无疑极大地放大了电子盘的交易风险。 由于长期以来监管不

到位，电子盘很难经得住这种诱惑，屡屡出事也就不足为怪。”中国

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对电子盘的监管方面， 最著名的当属2011年11月14日下发

的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

定》(又称“38号文” )，明确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

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 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

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当时全国超过400家各类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所（电子盘）在

38号文公布后有所担心， 但是由于对各类电子盘的违规范围没有

严格细分、整顿边界模糊等原因，此次整顿收效甚微。 而且分业监

管成为38号文执行的主要障碍。

至2013年8月15日， 商务部第7次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草案)》，确立了商务部、人民

银行和证监会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 明确了监管

职责。 但在实际执行中，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近年来崩盘的诸多电子盘中， 交易场所运用虚拟资金参与

其中成为主要原因之一。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崩盘也未能例外。

由于对交易商后台数据了如指掌， 又出于利益最大化等原因

的考量，交易场所一旦自己参与其中，往往会选择作为“少数派”

与大多数交易商对赌。 而这次，李志胜显然看错了方向，于是出现

自身作为最大空头与众多交易商“对赌”的奇观。

在以往，电子盘极少出现交割，临近交割月，盘面价格也往往

与现货价格趋近，多空双方往往通过协议价格的方式进行平仓，比

如4月合约。

在盘面价格与现货价格巨大差距面前， 以韩国勇为代表的多

方坚持8月合约现货交割，20多万吨的大蒜持仓等待交割也一举创

下国内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最新纪录。 李志胜由此被逼入绝境，所

以出此下策不足为怪，只是令多方难以想象的是，李志胜的出招甚

为凶狠。 在这场“闪电战”中，李志胜的打击目标也十分明确，那就

是8月和12月两大合约。

截至7月15日， 山东电子盘大蒜合约还剩7月、8月、10月、12月

四个合约，由于7月合约已经进入交割程序，实际进行交易的只剩8

月、10月、12月三个合约，由于8月合约和12月合约相较于现货价格

十分便宜，所以多方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合约上。 从15日当天的成交

量和订货量计算，8月合约高达21.37万吨，12月合约也有11.07万

吨。

就在9:00盘面跌停后， 很多交易商又陆续往保证金账户里打

钱，试图护仓，胡明也迅速打入60万，希望能安然度过危机，但他未

料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等待着他们。

制度缺失 电子盘需亡羊补牢

从9:00到9:10， 短短10分钟里， 作为极少数跟随李志胜的空

头，交易商王亚梅（化名）本来赢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胜，却经

历了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瞬间。

当日9:00，看到盘面瞬间跌停，王亚梅不禁狂喜不已，但在10

分钟后，当她决定收获战利品时，却发现账户不能出金了。

此时， 刚刚往账户里打入60万元保证金护仓的胡明也接到交

易商朋友打来的电话，保证金账户只能入金不能出金了，大呼上当

的胡明疯狂地点击鼠标，试图把刚打入的保证金取出来，但无济于

事。

这时候还在派出所协助调查的韩国勇也隐约意识到， 保证金

账户可能出事了。韩国勇最不想看到的结果也正变为现实，11:30，

本该是休盘时间，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却一反常态地开盘交易了。

“服务器都封了怎么还在交易？ 到底怎么回事？ ”韩国勇对办

案人员说道。 韩国勇希望派出所马上立案抓人，办案人员则对他解

释，“把材料定了之后得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

韩国勇等交易商等来的却是一个不能再坏的消息。 下午1:00

左右，北孝义派出所办案人员告诉韩国勇一行，山东农产品电子盘

工商银行保证金账户只剩900万元， 高达2.8亿元的保证金不翼而

飞。

2.8亿， 这还只是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工商银行一个账户上的保

证金余额。 按照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规定，每周发布一次账户余额

信息，根据其7月10日最新公告的余额信息，工商银行账户可用余

额为2.88亿元，农业银行可用账户余额为1077万元，两个账户合计

余额近3亿元。 如此高的账户资金竟由山东中商自己来监管！

“在多个案例中，资金缺乏第三方监管一直是电子盘出现携款

潜逃乃至电子盘崩盘的重要原因。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监管部门对

国内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资金监管并没有强制性要求， 所以电

子盘资金监管普遍采用的是银行第三方存管的方式， 而在银行与

各交易市场签订合同时， 交易市场会自主选择究竟需要采用哪种

监管模式。 ”毛学峰表示。

有交易商事后查询发现， 工商银行第三方托管公司名单中竟

然没有山东中商的名字， 也就是说山东中商可能根本没有跟工商

银行签署第三方存管协议。 在此之前，韩国勇等交易商也一直知道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两个保证金账户是在山东中商名下， 但总觉

得有山东省商务厅的“担保” ，所以一直不担心。 而交易商们此时

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后查明，李志胜于15日携款潜逃，从青岛飞赴深圳，然后从

深圳出境。

作为7月合约最后的多头， 交易商杨红光500吨的大蒜本来要

在7月15日进行交割了， 他也已经把100%的保证金打入保证金账

户，虽然8月合约和12月合约双双爆仓，但杨红光本来以为自己可

以幸免于难，也不幸被殃及。

在多方无能为力的同时，空方抓紧时间进行砍仓，从11:30交易盘

重新进行交易开始，砍仓便陆续进行。 在下午2:00过后，最惨烈的

一幕开始上演， 大约十几秒钟的时间里，8月合约瞬间便被砍掉13

万吨。 此后，砍仓仍然继续进行，即使过了下午3:00的收盘时间，空

方也没有收手的意思，砍仓一直持续到晚上接近7:00。

“制度缺失、监管不到位、资金管控不力，漏洞百出之下，交易

场所运用虚拟资金参与其中，跟其他所有倒掉的电子盘一样，山东

农产品电子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崩盘的命运。 ” 常青表示。

他表示，除现货价格外，中远期价格也是市场所需要的，电子

盘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 以金乡县为例，其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

的大蒜主产区和集散地，种植集中、收获集中、交易集中的特点决

定了大蒜价格暴涨暴跌的命运。自2005年金乡大蒜创下3.5元/斤左

右的历史最高价后，便开启了一段暴涨暴跌的“非凡” 历程。 电子

盘2006年引入到金乡的初衷便是为了对冲大蒜价格暴涨暴跌的风

险。

“很多电子盘最后都崩盘了，关键是没有解决好发展中的三个

问题：一是必须加强对保证金的管控，实行第三方监管，封闭运行；

二是严格遵守‘三公’ 原则制定交易规则，而且不能随意改变规

则；三是完善交割规则，使电子盘的交割符合品种交割的规律。 ” 常

青表示。

7月15日下午4:00多， 韩国勇与其他交易商们商量后决定，启

程前往济南到商务厅交涉。

制度缺失 电子盘需亡羊补牢

从9:00到9:10，短短10分钟里，作为极少数跟随李

志胜的空头，交易商王亚梅（化名）本来赢来了一场史无

前例的大胜，却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瞬间。

当日9:00，看到盘面瞬间跌停，王亚梅不禁狂喜不

已，但在10分钟后，当她决定收获战利品时，却发现账户

不能出金了。

此时，刚刚往账户里打入60万元保证金护仓的胡明

也接到交易商朋友打来的电话， 保证金账户只能入金不

能出金了，大呼上当的胡明疯狂地点击鼠标，试图把刚打

入的保证金取出来，但无济于事。

这时候还在派出所协助调查的韩国勇也隐约意识

到，保证金账户可能出事了。韩国勇最不想看到的结果也

正变为现实，11:30，本该是休盘时间，山东农产品电子

盘却一反常态地开盘交易了。

“服务器都封了怎么还在交易？到底怎么回事？ ” 韩

国勇对办案人员说道。韩国勇希望派出所马上立案抓人，

办案人员则对他解释，“把材料定了之后得有一个等待

的过程。 ”

韩国勇等交易商等来的却是一个不能再坏的消息。

下午1:00左右， 北孝义派出所办案人员告诉韩国勇一

行，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工商银行保证金账户只剩900万

元，高达2.8亿元的保证金不翼而飞。

2.8亿，这还只是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工商银行一个账

户上的保证金余额。按照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规定，每周

发布一次账户余额信息， 根据其7月10日最新公告的余

额信息，工商银行账户可用余额为2.88亿元，农业银行可

用账户余额为1077万元，两个账户合计余额近3亿元。 如

此高的账户资金竟由山东中商自己来监管！

“在多个案例中， 资金缺乏第三方监管一直是电子

盘出现携款潜逃乃至电子盘崩盘的重要原因。 在实际运

行中， 由于监管部门对国内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资金

监管并没有强制性要求， 所以电子盘资金监管普遍采用

的是银行第三方存管的方式， 而在银行与各交易市场签

订合同时， 交易市场会自主选择究竟需要采用哪种监管

模式。 ”毛学峰表示。

有交易商事后查询发现， 工商银行第三方托管公司

名单中竟然没有山东中商的名字， 也就是说山东中商可

能根本没有跟工商银行签署第三方存管协议。在此之前，

韩国勇等交易商也一直知道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两个保

证金账户是在山东中商名下， 但总觉得有山东省商务厅

的“担保” ，所以一直不担心。 而交易商们此时终于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后查明，李志胜于15日携款潜逃，从青岛飞赴深

圳，然后从深圳出境。

作为7月合约最后的多头， 交易商杨红光500吨的大

蒜本来要在7月15日进行交割了， 他也已经把100%的保

证金打入保证金账户， 虽然8月合约和12月合约双双爆

仓，但杨红光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幸免于难，也不幸被殃及。

在多方无能为力的同时，空方抓紧时间进行砍仓，从

11:30交易盘重新进行交易开始，砍仓便陆续进行。 在下

午2:00过后，最惨烈的一幕开始上演，大约十几秒钟的

时间里，8月合约瞬间便被砍掉13万吨。 此后，砍仓仍然

继续进行，即使过了下午3:00的收盘时间，空方也没有

收手的意思，砍仓一直持续到晚上接近7:00。

“制度缺失、监管不到位、资金管控不力，漏洞百出

之下，交易场所运用虚拟资金参与其中，跟其他所有倒掉

的电子盘一样，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崩

盘的命运。 ” 常青表示。

他表示，除现货价格外，中远期价格也是市场所需要

的，电子盘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以金乡县为例，其作为全

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大蒜主产区和集散地，种植集中、收获

集中、 交易集中的特点决定了大蒜价格暴涨暴跌的命运。

自2005年金乡大蒜创下3.5元/斤左右的历史最高价后，便

开启了一段暴涨暴跌的“非凡”历程。 电子盘2006年引入

到金乡的初衷便是为了对冲大蒜价格暴涨暴跌的风险。

“很多电子盘最后都崩盘了， 关键是没有解决好发

展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加强对保证金的管控，实行第

三方监管，封闭运行；二是严格遵守‘三公’ 原则制定交

易规则，而且不能随意改变规则；三是完善交割规则，使

电子盘的交割符合品种交割的规律。 ” 常青表示。

7月15日下午4:00多， 韩国勇与其他交易商们商量

后决定，启程前往济南到商务厅交涉。

惊魂24小时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崩盘大起底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崩盘事件仍在不断发酵，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波及到青岛金智发等其他电子盘，虽然此前携款潜逃

的山东农产品电子盘总经理李志胜已被捉拿归案，但交易商们的维权行动仍在进行中。其中，37岁的交易商韩国勇则经历

了一生中最煎熬的24小时。

保证金比例从20%调整到50%，涨跌幅从5%调整到18%，开盘瞬间跌停，多方全部爆仓，2.8亿保证金不翼而飞……

仅仅一天一夜，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在崩盘前经历了疯狂时刻。 制度缺失、监管不到位、资金管控不力，像全国其他倒掉的电

子盘一样，山东农产品电子盘自开盘之日起就注定了崩盘的命运。 作为近年来电子盘崩盘的经典案例，山东农产品电子盘

将留给市场长长的反思。

争分夺秒 焦急多头连夜求救

7月15日上午8:59， 离开盘只剩1

分钟，交易商胡明的心也一下子提到嗓

子眼上， 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个交易日，

无数像胡明一样的交易商此时却紧紧

盯着行情界面。

就在6分钟前的8:53， 山东农产品

交易市场再次发布公告。 公告表示，根

据山东省金融办公室 《关于督促对涉

嫌违规从事标准化合约交易的机构进

行整改的通知》的指示，我市场将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整改。 2014年7月15日为

本市场所有合约最后交易日。 7月15日

当日涨跌幅调整为18%。

据介绍，此前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

涨跌幅一直为5%，而由于7月14日当天

8月合约和12月合约已经分别下跌

2.51%和3.92%， 如果15日跌幅达到

18%，那么多方将被全部爆仓。

“电子盘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缺乏制度性约束，

不但能制定规则， 而且能随意修改规

则，虽然每个电子盘开盘时都号称遵守

‘公正、公开、公平’ 的原则，但制度建

设的缺失使电子盘在发展过程中十分

不规范，已经多次引发监管部门对电子

盘的清理整顿。 ”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

长常青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 《关于开展各类

交易所现场检查的通知》(又称 “28号

文” )。 其中指出，证监会将会同各省级

人民政府金融、商务、文化、工商等部

门，对各类交易所集中开展一次现场检

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交易品种、交易

方式、投资者人数是否符合规定，是否

存在非法证券交易行为等。

山东省金融办随后也发布了 《关

于督促涉嫌违规从事标准化合约交易

的机构整改的通知》，要求在检查清理

过程中，发现有以电子商务名义从事标

准化合约交易的行为，将责令其立即停

止交易，对拒不整改或无正当理由逾期

整改的将坚决予以取缔或关闭。

对多头而言，如果说保证金从20%

调整到50%还是死缓的话， 涨跌幅从

5%调整到18%则直接宣告了多头的死

刑，而且是立即执行。胡明分析，保证金

公告刚出又立马调整涨跌幅，说明空方

显然已失去耐心，已经抱定决心开盘便

砸跌停，不给多方任何反击的机会。

“千万不要开盘， 千万不要开盘

……” 胡明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胡明

想到自己的600万资金即将化为乌有不

禁痛心不已。此时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

200多公里外身在莱芜派出所的韩国勇

身上。

该事件涉及的资金数目不小。按照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规定，每周发布一

次账户余额信息， 根据7月10日最新公

告的余额信息，工商银行账户可用余额

为2.88亿元，农业银行可用账户余额为

1077万元，两个账户合计余额近3亿元。

韩国勇来到莱芜派出所，经侦科的

办案人员在了解案情后表示，韩国勇等

人应该去山东农产品交易市场所在辖

区的北孝义派出所报案。

到了北孝义派出所已是晚上9点

多，这时候的韩国勇心急如焚，他提示

“赶紧把李志胜带来协助调查” ，据悉，

李志胜是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实际操

盘人， 一位交易商提供的资料显示，山

东农产品交易市场由山东中商和嘉禾

电子联合承办，其中中商电子为第一大

股东，嘉禾电子为第二大股东，实际建

设和运营则外包给嘉禾电子，工商资料

显示，嘉禾电子于2013年1月份由李志

胜成立。但是，由于立案调查需要过程，

韩国勇等人只能干着急。

第二天早上8:00，在派出所休息的

交易商们赶到山东农产品交易所，本是

上班时间，办公室依然大门紧锁，不安

的情绪开始在交易商中蔓延。离开盘只

剩30分钟的时候，韩国勇意识到“大事

不妙” ，一帮人急忙上车赶回派出所。

“抓紧时间把服务器关掉，千万不

能开盘啊， 一开盘我们就都完了，” 韩

国勇说，派出所办案人员立马向联通公

司进发。 但北孝义派出所在郊区，联通

公司在市区，此时已是8:50，离开盘只

剩10分钟。

盘面诡异 交易规则突然改变

7月14日下午4:00，山东农产品电子盘

已收盘一个小时，但在这一小时里，山东金

乡交易商韩国勇越想越不对劲，当天盘面的

走势实在太诡异了。

14日，山东农产品大蒜8月合约和12月

合约一度跌停， 至收盘时，8月合约下跌

2.51%， 收于2721元 /吨，12月合约下跌

3.92%，收于3211元/吨。 照理说，盘面有涨

有跌，本无需大惊小怪。但韩国勇隐隐感到，

一场雪崩式下跌恐怕就要来临。

一个多月来，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大蒜8

月合约一直在2700元/吨-2800元/吨之间，

虽然空方多次进攻， 但都被多方一次次击

退。 盘面始终维持在均衡之中。

这种均衡却十分脆弱。 6月28日到7月

14日， 虽然8月合约的盘面价格一直在

2750元/吨-2800元/吨之间震荡， 但大蒜

现货价格在步步上涨， 至14日当天已达

3200元/吨，在这期间，另外两个大蒜电子

盘———青岛金智发电子盘和金乡金都电子

盘8月合约的盘面价格也一直在3000元/吨

以上。

通常情况下，越接近交割月，盘面价

格与现货价格越趋近， 但8月合约离交割

月仅剩半个月，盘面价格却与现货价格越

拉越大。 这种情况下，输不起的空方必将

殊死一搏。

金乡县大蒜协会会长杨桂华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自2006年山东金乡出现第一

个电子盘， 金乡及周边先后成立过寿光盘、

龙鼎盘、金乡盘、鱼山盘、恒利盘、恒丰盘、国

兴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电子盘。 但是，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些电子盘多则一

两年，少则几个月，无一例外地以崩盘告终，

携款潜逃者更是不在少数。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可能要崩盘了！ ”

依据以往炒作电子盘的经验，韩国勇敏锐地

意识到这一点。

跟另外三个一块操盘的交易商交流后，

韩国勇决定前往山东农产品电子盘所在地

莱芜市报案。 这时候，又有几个交易商朋友

打过电话来，也觉得要出大事，各方一合计，

决定一块前去报案。

临出发，韩国勇又给其他几个交易商朋

友打去电话， 准备多张罗几个人一块上路，

但很多交易商朋友认为韩国勇是杞人忧天。

33岁的交易商胡明称，“农产品由山东商务

厅‘背书’呢，怎么可能出事？ ”

资料显示，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大股东

为山东中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山东中商的

注册地址为济南市历阳大街6号4楼， 正是

山东省商务厅所在的办公楼。 同时，山东中

商的大股东山东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的法人

代表为刘天林，刘天林曾任山东省商务厅机

关服务中心主任，今年3月接任刘天林任山

东中商董事长的魏玉超也曾是山东省商务

厅工作人员。

事实上，山东省商务厅信访办主任金晓

锋事后也对媒体坦言，刘天林和魏玉超确实

为商务厅人员，但此前已被山东省纪委“双

规” 。 但彼时交易商们对此浑然不觉。

下午4:00一过， 韩国勇等一行12人便

驱车赶往莱芜。

就在韩国勇一行人赶赴莱芜途中，下

午5时许，山东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布了

《关于DS1408合约提高买卖双方预付金

的公告》， 公告表示，DS1408合约即将进

入交割月，为进一步防范风险，根据本市场

《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之规定， 结合

DS1408合约交收的为当年产、自然风干大

蒜，以及库外存储交收的特性，经公司研究

决定，自7月15日开市起，交易订单混级大

蒜DS1408买卖双方预付金提高到50%，涨

跌幅不变。

按照此前山东农产品电子盘交易的规

则， 交割月当月的1号才需要把保证金从

20%提高到50%，从而进入交割程序，而此

次将提高保证金的期限提前了15天。

“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多方打爆，

因为之前空方也曾屡屡想把多方打爆，但每

次都被多方拉回来，所以它只能通过这样的

方法造成‘空逼多’ 的局面，让多方失去还

手之力，2009年10月，龙鼎盘要崩盘的时候

就是通过禁止订立新合约的方式造成类似

局面。 ”韩国勇事后分析。

赶路心切的韩国勇得知这一消息已是

傍晚6:00，他的担心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

实。

危机揭开 神秘空头原形毕露

上午9:00， 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开

盘，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开盘的惨烈景

象还是让电脑前的多方交易商们吃惊。

8月合约和 12月合约双双封死在

18.01%的跌停板上， 分别收于2231点

和2673点，多头全部爆仓。 到9:12，电

子盘停止交易。 很快，几个电子盘交易

商QQ群里哀嚎一片。

通过复盘，许多交易商们认为这是

空方的“一盘很大的棋” 。

据介绍， 从6月份开始，8月合约

便一直稳定在2700点到2800点之间，

即使其他电子盘8月合约已经纷纷突

破3000点，山东农产品的电子盘却一

直被压制在2700点到2800点之间。 于

是，从6月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多头买

入进来，8月合约一度突破50万吨关

口，接近60万吨，而到了6月下旬，部

分多头眼看盘面确实拉不上来， 于是

纷纷出逃，8月合约订单量几乎腰斩，

但仍有20多万吨之巨。 到了7月，现货

价格开始稳步上涨， 盘面价格却不升

反降， 引来更多多头买入， 而且只要

买就有卖。

当时市场上便流传盘面异常的消

息，杨桂华认为，当时大蒜价格上涨的

趋势已经建立起来，多空双方的分歧不

可能这么大，唯一的可能是空头人数极

少， 而且有一个大空头不看好大蒜价

格，所以一直在卖。 这个神秘的大空头

到底是谁呢？

神秘面纱终于揭开， 这个大空头

就是连续祭出调整保证金和涨跌幅两

记大招的山东农产品电子盘总经理李

志胜。

“在国内的电子盘运营过程中，交

易场所往往会参与到交易过程中去，

也就是自己坐庄，因为这里面的诱惑实

在太大，而且交易场所在交易上有着天

然优势，因为它能看到交易商的后台交

易数据，相当于坐庄者同时能看到赌徒

的底牌，而且它不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

代价，而只需要筹码，也就是运用虚拟

资金和交易进行对赌，这无疑极大地放

大了电子盘的交易风险。 由于长期以

来监管不到位，电子盘很难经得住这种

诱惑，屡屡出事也就不足为怪。 ” 中国

人民大学农产品价格专家毛学峰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

在对电子盘的监管方面，最著名的

当属2011年11月14日下发的 《国务院

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

金融风险的决定》(又称“38号文” )，明

确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

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

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

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

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交易。

当时全国超过400家各类大宗商品

中远期交易所（电子盘）在38号文公布

后有所担心，但是由于对各类电子盘的

违规范围没有严格细分、整顿边界模糊

等原因，此次整顿收效甚微。 而且分业

监管成为38号文执行的主要障碍。

至2013年8月15日， 商务部第7次

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商品现

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草案)》，确

立了商务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对商品

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

监管职责。 但在实际执行中，监管不到

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近年来崩盘的诸多电子盘中，交

易场所运用虚拟资金参与其中成为主

要原因之一。山东农产品电子盘的崩盘

也未能例外。

由于对交易商后台数据了如指掌，

又出于利益最大化等原因的考量，交易

场所一旦自己参与其中，往往会选择作

为“少数派” 与大多数交易商对赌。 而

这次，李志胜显然看错了方向，于是出

现自身作为最大空头与众多交易商

“对赌”的奇观。

在以往， 电子盘极少出现交割，临

近交割月，盘面价格也往往与现货价格

趋近，多空双方往往通过协议价格的方

式进行平仓，比如4月合约。

在盘面价格与现货价格巨大差距

面前， 以韩国勇为代表的多方坚持8月

合约现货交割，20多万吨的大蒜持仓等

待交割也一举创下国内大宗商品电子

交易的最新纪录。李志胜由此被逼入绝

境，所以出此下策不足为怪，只是令多

方难以想象的是，李志胜的出招甚为凶

狠。在这场“闪电战” 中，李志胜的打击

目标也十分明确， 那就是8月和12月两

大合约。

截至7月15日， 山东电子盘大蒜合

约还剩7月、8月、10月、12月四个合约，

由于7月合约已经进入交割程序， 实际

进行交易的只剩8月、10月、12月三个

合约， 由于8月合约和12月合约相较于

现货价格十分便宜，所以多方主要集中

在这两个合约上。从15日当天的成交量

和订货量计算，8月合约高达21.37万

吨，12月合约也有11.07万吨。

就在9:00盘面跌停后，很多交易商

又陆续往保证金账户里打钱， 试图护

仓，胡明也迅速打入60万，希望能安然

度过危机，但他未料到的是，一场更大

的危机正等待着他们。

7月15日山东农产品电子盘崩盘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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