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底北八道操纵市场案背后配资魅影（引）

场外配资潜行江湖 监管利剑痛斩顽疾（斩“藤”摸“瓜”）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以其创记录的天价罚单震惊市场。 结合其他受监管层查处的市场操纵案可知，不少操纵市场的资金背后都有着配资的身影，或通过融资中介高杠杆配资，或结构化资管、信托产品滥用杠杆。

“融资盘抛售或将会引发强制平仓交易，一般都是跌停平仓，这很容易引起更大的恐慌，监管层对于此类账户的清理有利于市场中长期健康发展。 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通过分级产品的形式进行场外配资或将宣告终结。 ”券商人士表示。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年来监管层不断巩固依法从严的监管态势，市场生态也呈现积极变化，市场运行进一步稳健。 相信持续强化的稽查执法，将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环境。

操纵案背后的配资魅影

3月14日，证监会组织召开稽查执法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查处的三宗案件。 其中，“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涉嫌多账户、运用巨额杠杆资金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拟处以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金额高达56.7亿元，创有史以来最高金额罚单记录，震惊市场。

随着案件来龙去脉浮出水面，此前一度销声匿迹的场外配资也再度出现在市场视野之内。 证监会调查显示，北八道大量使用配资公司服务，实现高比例杠杆操作。

该案办案人员表示：“北八道在这个案件中大量使用了配资公司，在江浙地区配资中介的服务尤其活跃，资金提供方将股票账户和资金提供给配资中介，再由配资中介把账户和钱交给北八道集团使用。 此次北八道案中配资中介涉及股票账户有近百个，每个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规模很大。 ”

招商证券分析师侯春晓、张夏曾撰文介绍，所谓股票场外配资，是指配资公司按照股民现有的资金量提供相应比例的资金，从而达到放大资金量的目的，这相当于加杠杆，在这个过程中，配资公司会根据其提供的资金量及期限收取利息，其本质属于民间借资。

“场外配资的账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产品户，一种是个人户。 所谓产品户，就是伞形信托下设的子账户；个人户则是个人名下的账户，比如配资公司的高管、亲戚和朋友之类。 ”华东地区某券商营业部总经理殷先生介绍称。

据其介绍，有配资需求的投资者，会打入一定保证金在产品户或者个人户，然后配资公司会按照约定比例配上优先资金，买入股票之后，显示的账户是信托产品名称或者个人户所有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将增加账户穿透难度。

侯春晓、张夏表示，与券商的融资业务比较，开通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需要大于50万元的个人资产，杠杆为1倍，而民间配资则没有硬性的资金指标要求，杠杆一般可高达2-10倍，风险极大。 由于配资机构并非合法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合法机构，没有内控、风控和外部监督，因而游离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

滥用杠杆 放大风险

“我们一般不建议做太高杠杆，太容易爆仓了。 ”据上海一家配资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公司可以提供2倍到9倍的杠杆，根据公司风控标准，会有一些仓位和预警线、平仓线的要求。 比如：3倍杠杆单一股票仓位要求控制在八成以内，同时会设定预警线和平仓线，预警线为股价的60%，平仓线为股价的50%；杠杆越高，仓位要求控制在更低水平，7倍及以上单一股票的仓位要求控制在60%，预警线为股价的80%，平仓线为股价的70%。 “一旦跌破预警线，投资者需要在约定时间内补充保证金，要是不能补充保证金且股价进一步跌至平仓线，就会遭遇强平。 ”

据招商证券介绍，2015年的火爆行情中，场外配资正是搅动市场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觉察到场外配资的隐患之后， 2015年6月12日，证监会就曾下发《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要求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规范信息系统外部接入行为。 同年7月12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对违法配资予以清理整顿，随后场外配资一度销声匿迹。

“融资盘抛售或将会引发强制平仓交易，一般都是跌停平仓，这很容易引起更大的恐慌。 监管层对于账户清理有利于中长期市场的健康发展，因场外配资引发的市场急涨急跌不利于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有券商人士表示。

“除了场外配资之外，还有一些通过结构化资管产品进行配资的方式。 比如带夹层的信托、资管产品，通过设置318、3210的结构，把杠杆比例放大到1：3、1：4。 ”东北地区一位券商营业部总经理魏先生表示。

监管利剑时刻在悬

2017年11月17日，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明确规定，公募产品、开放式私募产品、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或债券、股票等标准化产品比例超过50%的私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

“这就意味着通过分级产品的形式进行场外配资或将宣告终结。 ” 侯春晓、张夏表示。

魏先生表示，资金是逐利的，会想方设法规避监管，这无疑将加大监管层打击违法违规案件的难度，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可谓任重道远。

2018年3月9日，证监会稽查部门就2018年稽查执法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和具体安排进行了专门研究和部署，明确提出查办严重违法违规案件的重点行为有四类，其中第二类便是“严重积聚市场风险，危害市场平稳运行的违法行为。 包括通过违规聚集市场资金，滥用杠杆交易，放大市场风险的案件；借助新型金融工具，滥用金融科技之名，或者跨市场实施违法交易的行为。 ”

“长期来看，对场外配资的限制将推动实现去杠杆的目标，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 侯春晓、张夏表示。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又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 如果买了相关被操纵股票遭遇亏损能否通过法律武器来进行索赔呢？

“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都是《证券法》规定的禁止行为，虽然也规定了这两种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只是在《证券法》76、77条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来支持，目前投资者基本上还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来对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进行索赔。 ”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韩友维表示。

韩友维表示，近年来，监管层加强监管，加大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对股民维权以及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对于投资者而言，目前维权在法院层面还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如立案难、界定难、审判时间长。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以解决当前该类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从而给予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以法律支持。 各方加快《证券法》的修订工作，借鉴成熟市场国家的立法实践，增加对投资者保护的条款，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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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货全市场生产系统

演练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张利静

3月17日-18日， 第六次原油

期货全市场生产系统演练圆满成

功。 这是继2017年6月17日-18

日、6月24日-25日、7月1日-2日、

7月8日-9日、12月9日-10日后开

展的第六次原油期货全市场生产

系统演练。 此次演练主要包括原

油期货上市前一日及当日的交

易、结算等业务场景，过程覆盖了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下称上期所）

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下称

上期能源）的交易、结算、出入金、

套保/套利申请、数据报送、行情转

发等主要业务流程， 总体演练过

程顺利，符合预期。

测试保障原油期货平稳推出

上期所层面，共有148家会员

的386个席位参加测试，上期所现

有品种合约报单59715笔， 成交

63106笔， 成交数量152100手，成

交金额116亿元。

上期能源层面，共有154家会

员（其中期货公司会员147家，非

期货公司会员7家） 的512个席位

接入交易测试， 参与测试客户数

765个。 原油期货仿真合约报单

93397笔，成交143814笔，成交数

量1155412手， 成交金额4810亿

元，总持仓量506024手。 完成228

笔人民币入金， 金额为124亿元；

完成30笔人民币出金， 金额为4.3

亿元。 完成130笔美元入金，金额

为19.6亿美元； 完成17笔美元出

金，金额为1.7亿美元。

3月24日，上期所和上期能源

还将组织一次交易系统演练。 据

介绍，为确保原油期货平稳推出，

上期所和上期能源已经联合组织

了多轮技术系统测试。自2014年1

月起， 上期能源对期货公司开放

了原油仿真测试环境，上期能源、

会员端软件开发商、期货公司、中

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 银行等单

位至今一直在仿真测试环境持续

地开展原油期货各项业务测试。

2017年初至今，上期能源组织了2

次原油全市场仿真测试、3次仿真

环境银期换汇专项测试、1次银期

换汇接口1.2版升级测试、6次全市

场生产系统演练，各方技术系统得

到有效验证，为后续系统稳定运行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上期能

源还在生产环境上进行了真实人

民币出入金、美元出入金、结汇购

汇等资金业务演练

期货公司准备就绪

申银万国期货认为， 自2017

年6月以来， 原油期货业务已经进

行了多次系统测试和业务测试，测

试的内容和范围已经涵盖了原油

期货业务的各个方面， 包括开户、

交易、结算、出入金、结售汇、境外

中介代理等。 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技术系统得到了验证，公司的业务

流程也不断完善，相关的准备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能够确保原油期货

顺利平稳上市。

中信期货反映， 技术系统方

面， 目前公司已完成交易系统的

对接，银期转账系统支持美元业

务， 交易客户端完成升级改造，

并对交易系统进行了扩容， 确保

原油期货上市后系统容量满足需

求；制度方面，公司修订完善了涉

及原油期货适当性、开户、结算、

交割、 风控等业务相关的制度及

英文翻译工作；培训方面，风控、

结算、 交割等关键岗位参与多次

原油期货业务测试， 岗位人员均

具有原油期货业务的实务经验；

客户筹备方面，香港子公司中信

期货国际成为在上期能源首家

备案的境外中介机构， 并配合上

期能源完成了第一个以美元验资

的境外客户开户工作，公司在境

内外美元出入金、结购汇等国际

化业务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实操

经验。

广发期货董事长赵桂萍：

期货市场将成对外开放主阵地

□本报记者 万宇

在中国自己的原油期货即将

诞生之际，广发期货于3月16日举

办2018年度年报策略会———“广

发原油期货高峰论坛” 。广发期货

董事长赵桂萍在致辞中指出，随

着中国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

快， 期货市场将成为推进对外开

放的主阵地。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原油期货， 作为我国第一个

对国际市场开放的期货品种，是

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商品期货市

场的重要起点。 此外，期货市场能

够推动国家商业石油储运体系的

建设，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对

改善我国石油金融体系也有一定

的帮助， 并有利于中国扩展与产

油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副总

经理陆丰指出，中国原油期货设计

的 总 体 方 案 遵 循 4 个 主 要 原

则———国际平台、 人民币计价、净

价交易、保税交割。 对于原油期货

合约的设计， 他表示有以下要点：

首先，交易油种的定义是中质含硫

原油，而不是某个特定油种，既是

为了避免在原油出口国供应不稳

定的情况下影响交易；第二，为了

规避不必要的价格风险，根据国家

法定长假的日期，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会调整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第三，上海国际能源中心通过对可

交割油种过去20年的规格参数进

行跟踪，设定了可交割油种的规格

区间，防止质量不过关的原油进入

期货市场；第四，对于可交割油种

的升贴水设置，根据持续的跟踪观

察，每3个月会更新一次。 他还表

示，考虑到中国期货市场以及投资

者的特征，设置了对应的涨停板制

度以防范风险，而为了维护原油期

货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将务求保证

每一笔需要交割的货物顺利入库，

此外，为了扩大海外投资者的参与

度以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

国际知名度，还将积极推进在境外

的注册工作。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付鹏

在策略会上介绍，从2017年2季度

开始，原油产量的边际增幅已无法

抵消减产下的需求缺口，在市场价

格仍未作出充分的反应的情况下，

油价的月间价差已然在发生改变。

当时油价的期现结构仍然处在一

个近月贴水、 远月升水的形态，但

已逐渐开始扁平化。 随着OPEC在

圣彼得堡召开会议，宣布将尼日利

亚以及利比亚纳入减产范围，原油

市场上唯一的两个边际增量得到

控制，以布伦特领先的油价期现结

构在充分扁平化后逐步转变为近

月升水、远月贴水，油价真正开始

进入上行通道。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首席

原油分析师姚曦表示，原油期货上

市为产业经济提供了套保避险的

工具，在良好的管理下，可以实现

锁定利润、资金管理等目标；此外，

这还意味着丰富了投资者的套利

交易渠道。

基本面存好转预期 关注镍价买入机会

□本报记者 马爽

上周以来， 沪镍期货冲高后小幅回

落 ， 主 力 1805 合 约 整 体 维 持 在

100870-105020元/吨区间运行，上周五

收盘价报103220元/吨。 分析人士表示，

近期市场风险事件频发， 叠加终端需求

偏弱，沪镍期价受累出现下滑。 不过，考

虑到全球整体库存依然处于下降格局，

虽然当前下游需求虽依然较弱， 但存在

展望预期，因此，目前市场在等待不锈钢

需求切换的信号， 建议关注镍价格买入

机会。

内忧外患令期价承压

东吴期货研究所分析师陈龙表示，

由于近期市场风险事件频发， 叠加偏弱

的终端需求，基本金属整体下跌。 此外，

市场传言华北大型不锈钢厂减产， 镍价

日盘从高位回落后继续下行。

据华泰期货提供的镍铁镍矿数据显

示，3月15日镍矿整体继续保持平稳，整

体市场对镍矿镍铁展望变化不大， 未来

预期主要是以充沛为主。不锈钢方面，15

日钢厂指导价格有所下调， 不锈钢市场

延续低迷格局， 不锈钢整体全系列均表

现较弱。 另外，有钢厂表示，如果市场不

好转，将继续缩减产量。

另据“我要不锈钢” 统计，2018年3

月上旬无锡地区不锈钢样本库存量为

256545吨，环比2月下旬减少3624吨，降

幅为1.39%。 不锈钢库存降低过程缓慢，

表明整体需求依然处于低迷阶段。

现货方面，3月15日，据SMM，上海

现货市场电解镍报价在102800-103400

元/吨，其中上海市场金川镍报在103300

元/吨附近，俄镍报在102900元/吨。金川

镍和俄镍之间的价差较上个交易日收

窄，目前价差在400元/吨。

等待不锈钢需求切换信号

基本面上， 华泰期货研究院金属研

究员吴相锋表示，由于精炼镍自身供应，

以及库存不断的降低， 镍价自身的支撑

力量越来越强；而不锈钢此前产量缩减，

且当前需求处于较差阶段， 现货市场继

续低迷，但因产量已经缩减，因此，不锈

钢市场主要是对需求恢复的预期； 镍铁

市场主要担忧未来复产动力较足， 加上

雨季结束之后供应较为充沛， 镍铁价格

对镍价持续折价扩大会一定程度上抑制

镍价，镍价或仍保持高位震荡。

库存仓单方面，近期LME库存继续

下降，继续维持此前的判断，即由于全球

主要精炼镍生产企业基本上暂时没有扩

大生产的动力，因此，LME库存大方向依

然下降不变，但过程会有一定反复。 上期

所仓单3月15日整体持平，当前下游需求

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当前价格对采购方

吸引依然不够，不过，期货价格稍微回调

之后，现货贴水幅度收窄。

对于后市，陈龙认为，目前镍价格局

是外强内弱， 鹿特丹的镍板和镍豆贸易

升水继续上涨， 而国内俄镍贴水已达到

500元 /吨 ， 镍空单继续持有， 关注

102000元/吨附近的支撑。

吴相锋则认为：“由于供应方面没有

发生太多的变化， 全球整体库存依然处

于下降格局， 虽然当前下游需求依然较

弱，但依然存在展望预期，因此，目前市

场在等待不锈钢需求切换的信号， 镍价

格依然以关注买入机会为主。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 以其创纪录

的天价罚单震惊市场。 结合其他受监管层查处的

市场操纵案可知， 不少操纵市场的资金背后都有

着配资的身影，或通过融资中介高杠杆配资，或结

构化资管、信托产品滥用杠杆。

“融资盘抛售或将会引发强制平仓交易，一般

都是跌停平仓，这很容易引起更大的恐慌，监管层

对于此类账户的清理有利于市场中长期健康发

展。 在‘资管新规’ 出台之后，通过分级产品的形

式进行场外配资或将宣告终结。 ” 券商人士表示。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监管层不断巩固依法从严的监管态势，

市场生态也呈现积极变化，市场运行进一步稳健。

相信持续强化的稽查执法， 将为资本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和

公正的市场环境。

视觉中国图片

监管利剑时刻在悬

2017年11月17日，央行、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其中明确规定，公募产品、开放式私

募产品、 投资于单一投资标的或债券、

股票等标准化产品比例超过50%的私

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

“这就意味着通过分级产品的形式

进行场外配资或将宣告终结。” 侯春晓、

张夏表示。

魏先生表示，资金是逐利的，会想

方设法规避监管，这无疑将加大监管层

打击违法违规案件的难度，证券市场健

康发展可谓任重道远。

2018年3月9日，证监会稽查部门就

2018年稽查执法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和

具体安排进行了专门研究和部署，明确

提出查办严重违法违规案件的重点行

为有四类，其中第二类便是“严重积聚

市场风险，危害市场平稳运行的违法行

为。 包括通过违规聚集市场资金，滥用

杠杆交易，放大市场风险的案件；借助

新型金融工具， 滥用金融科技之名，或

者跨市场实施违法交易的行为。 ”

“长期来看， 对场外配资的限制将

推动实现去杠杆的目标，有助于改善投

资环境，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

支撑作用。 ”侯春晓、张夏表示。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又应该如何

维护自身利益呢？如果买了相关被操纵

股票遭遇亏损能否通过法律武器来进

行索赔呢？

“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都是《证券

法》规定的禁止行为，虽然也规定了这

两种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

赔偿责任。但只是在《证券法》76条、77

条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相应的

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来支持，目前投资

者基本上还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来对市

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进行索赔。 ” 江苏颐

华律师事务所韩友维表示。

韩友维表示，近年来，监管层加强

监管，加大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查处

力度，对股民维权以及股票市场的健康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对于投

资者而言，目前维权在法院层面还是存

在一定困难和障碍，如立案难、界定难、

审判时间长。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

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以解决

当前该类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从而给予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以

法律支持。 各方加快《证券法》的修订

工作， 借鉴成熟市场国家的立法实践，

增加对投资者保护的条款，加强对投资

者的保护力度。

操纵案背后的配资魅影

3月14日， 证监会组织召开稽查执

法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近期查处的

三宗案件。其中，“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

市场案” 涉嫌多账户、运用巨额杠杆资

金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拟处以没一罚

五的顶格处罚， 罚没金额高达56.7亿

元， 创有史以来最高金额罚单记录，震

惊市场。

随着案件来龙去脉浮出水面，此前

一度销声匿迹的场外配资也再度出现

在市场视野之内。 证监会调查显示，北

八道大量使用配资公司服务，实现高比

例杠杆操作。

该案办案人员表示：“北八道在这

个案件中大量使用了配资公司， 在江

浙地区配资中介的服务尤其活跃，资

金提供方将股票账户和资金提供给配

资中介， 再由配资中介把账户和钱交

给北八道集团使用。 此次北八道案中

配资中介涉及股票账户有近百个，每

个账户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

等，规模很大。 ”

招商证券分析师侯春晓、张夏曾撰

文介绍，所谓股票场外配资，是指配资

公司按照股民现有的资金量提供相应

比例的资金，从而达到放大资金量的目

的，这相当于加杠杆，在这个过程中，配

资公司会根据其提供的资金量及期限

收取利息，其本质属于民间借资。

“场外配资的账户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产品户，一种是个人户。所谓产

品户，就是伞形信托下设的子账户；个

人户则是个人名下的账户， 比如配资

公司的高管、亲戚和朋友之类。 ” 华东

地区某券商营业部总经理殷先生介

绍称。

据其介绍，有配资需求的投资者，

会打入一定保证金在产品户或者个人

户， 然后配资公司会按照约定比例配

上优先资金，买入股票之后，显示的账

户是信托产品名称或者个人户所有

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将增加账户穿

透难度。

侯春晓、张夏表示，与券商的融资

业务比较，开通券商的融资融券业务需

要大于50万元的个人资产，杠杆为1倍，

而民间配资则没有硬性的资金指标要

求， 杠杆一般可高达2-10倍， 风险极

大。由于配资机构并非合法从事证券经

纪业务的合法机构，没有内控、风控和

外部监督，因而游离在法律监管的灰色

地带。

滥用杠杆 放大风险

“我们一般不建议做太高杠杆，太

容易爆仓了。 ” 据上海一家配资公司的

工作人员介绍， 公司可以提供2倍到9

倍的杠杆，根据公司风控标准，会有一

些仓位和预警线、 平仓线的要求。 比

如：3倍杠杆单一股票仓位要求控制

在八成以内，同时会设定预警线和平

仓线，预警线为股价的60% ，平仓线

为股价的50%； 杠杆越高， 仓位要求

控制在更低水平，7倍及以上单一股票

的仓位要求控制在60%， 预警线为股

价的80%，平仓线为股价的70%。“一

旦跌破预警线， 投资者需要在约定时

间内补充保证金， 要是不能补充保证

金且股价进一步跌至平仓线， 就会遭

遇强平。 ”

据招商证券介绍，2015年的火爆

行情中， 场外配资正是搅动市场的主

要力量之一。 在觉察到场外配资的隐

患之后，2015年6月12日， 证监会就曾

下发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信息系统外

部接入管理的通知》，要求各证监局应

当督促证券公司规范信息系统外部接

入行为。 同年7月12日，证监会正式发

布 《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

活动的意见》，对违法配资予以清理整

顿，随后场外配资一度销声匿迹。

“融资盘抛售或将会引发强制平

仓交易，一般都是跌停平仓，这很容易

引起更大的恐慌。 监管层对于账户清

理有利于中长期市场的健康发展，因

场外配资引发的市场急涨急跌不利于

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 有券商人士

表示。

“除了场外配资之外， 还有一些通

过结构化资管产品进行配资的方式。比

如带夹层的信托、资管产品，通过设置

318、3210的结构， 把杠杆比例放大到

1∶3、1∶4。 ” 东北地区一位券商营业

部总经理魏先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