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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有哪些危害？

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妨碍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

挥，是我国证券执法的重点。那么，什么是内幕交易、什么

是操纵市场？它们都有哪些危害？通过下面几个问题，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1、什么是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是一种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 是指证券交

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内幕消息公开前，泄露内幕信息，根

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向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

为。 内幕交易一直以来都是证券监管机构积极防控和严

厉打击的对象。 要理解内幕交易，需从内幕信息、内幕人

员和内幕行为这三个点出发。

（1）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指未对外界公布的信息， 产生于由信息形

成合意、决策文件到对外公布过程。 这种隐藏在“幕后”

的信息通常涉及公司经营、财务等重要方面，一般是公司

发展的“风向标” 。《证券法》第75条列举了几种内幕信

息典型。

这些重大信息在发布之后， 可能会对投资者的投资

决策和证券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上市公司重大财务

亏损信息、违约纠纷、高管涉嫌违法违纪等信息往往会引

起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上市公司的盈利信息、资产增值信

息往往会引起证券价格的上涨。

（2）内幕人员

内幕人员是指内幕信息“知情人” 。 俗话说“近水楼

台先得月” ，这些知情人因其职务、职权或者通过其他渠

道，在重要信息发布前就掌握内幕消息。

内幕人员分两种，一种是《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

内幕消息知情人，包括发行人董监高，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发行人控股的公

司及其董监高，因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保荐

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另

一种则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内幕消息的知情人，如《证

券法》第74条规定人员的亲属、利益关系人，通过不正

当的途径比如偷听电话、拆封信件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

的人员。

（3）内幕行为

内幕行为即指内幕人员利用其掌握的内幕信息获利

或者减免损失的行为， 这种获利可能是直接获利或间接

获利。

最常见的内幕行为是在内幕信息公开前的敏感期买

卖公司证券，这种买卖证券的行为可能是内幕人员自己

操作，或是明示、暗示其他人进行证券买卖。 例如，上市

公司高管在公司发生亏损等内幕信息对外公布前大量

抛售公司股票，为自己止损，便是一种典型的内幕交易

行为。

此外，在内幕信息向公众公开前，内幕人员泄露内幕

信息给他人，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内幕行为。

2、内幕交易有什么危害？

一方面，内幕交易违反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打击广大投资者信心，影响证券价格客观性，严重

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另一方面， 内幕人员通过内幕交易行为谋取非法利

益，其行为使证券交易信息失去平等性和及时性，影响其

他投资者判断，使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

3、什么是操纵市场？

操纵市场又称为操纵行情， 是指行为人以谋取利益

或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资金、信息等优势，以各种不正

当手段，故意通过交易扭曲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制造

证券市场假象，诱使投资者对证券价值产生错误判断，诱

导其跟进买入或卖出的行为。

4、操纵市场有哪些形式？

目前典型的操纵证券市场形式有以下几种：

（1）利用优势连续交易操纵

连续交易操纵是指通过连续竞价交易造成证券交易

活跃的表象，比如故意抬高或压低该证券的价格，从而诱

使其他投资者跟进买进或卖出的行为。 例如A公司使用

其控制的5个证券账户，通过集中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

连续买卖、尾盘拉抬，影响Z公司股票价格和交易量，之

后A公司又反向卖出Z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

（2）约定交易操纵

约定交易操纵是指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时间、价

格、数量和方式进行证券交易，从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

者证券交易量，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3）洗售操纵

洗售操纵是指以自己实际控制账户为相互交易对象

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 从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交易量，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例如，Y公

司在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2月9日期间， 采用集中

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交易，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组

间交易操纵X公司股票，累计买入X公司1981.90万股，买

入金额为10.90亿元，卖出X公司1981.89万股，卖出金额

达11.05亿元，扣除交易税费后获利1376.45万元。

（4）蛊惑交易操纵

蛊惑交易指行为人故意编造、传播、散布虚假重大信

息，影响投资者决策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互联网时

代信息传播迅速， 利用电子技术和社交媒体来散布虚假

或者误导性信息的操纵市场行为更为常见， 投资者们更

要擦亮双眼。

（5）抢先交易操纵

抢先交易俗称“抢帽子交易” ，是指证券公司、证券

咨询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事先买卖或者

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

建议，以便通过其期待的市场波动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例

如， 受邀担任某电视节目嘉宾的上海某证券营业部证券

经纪人朱某， 在上电视节目之前使用其控制的3个证券

账户提前买入15只股票，并在电视节目中对上述股票进

行公开评价、预测及推介，待上述股票价格拉升之后迅速

抛售谋取利益。

（6）虚假申报操纵

虚假申报操纵是指行为人不以成交为目的， 频繁进

行申报和撤销申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行为。

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是指行为人在同一交易日内， 在同

一证券有效竞价范围内，连续、交替进行三次以上申报和

撤销申报。 例如，X某通过其控制的账户组，在涨停价买

盘远大于卖盘情况下， 大量以涨停价申报买入D公司股

票，并频繁撤单再申报，制造涨停价买单的假象，影响投

资者判断。X某的上述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构成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5、操纵证券市场有什么危害？

操纵证券市场通过人为哄抬或者压低证券价格，虚

构市场供求关系，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误导投资者作出错

误判断，诱导或致使投资者基于错误认识进行证券交易，

使投资者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该行为破坏了证券市场定

价机制和竞争机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也是我国对操

纵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和规制的根本原因。

小贴士：

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损害

广大投资者利益。 投资者可以多关注上市公司公告和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信息，对异常交易数据保持警惕，持续提

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篇由北京威

诺律师事务所 杨兆全供稿）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

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

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

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 对因使用本文引发的损失

不承担责任。 ）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

商品综合

指数

92.33 92.43 -0.1 -0.11

商品期货

指数

1028.02 1027.69 1030.12 1026.72 1029.25 -1.56 -0.15

农产品期货

指数

874.66 873.87 876.81 872.9 875.55 -1.69 -0.19

油脂期货

指数

507.51 504.31 509.1 503.31 509.32 -5.01 -0.98

粮食期货

指数

1162.76 1163.78 1165.88 1161.29 1162.76 1.02 0.09

软商品期货

指数

772.56 775.52 777.16 769.52 772.07 3.46 0.45

工业品期货

指数

1060.73 1059.25 1062.55 1057.2 1062.1 -2.85 -0.27

能化期货

指数

608.14 606.51 610.39 605.36 608.21 -1.7 -0.28

钢铁期货

指数

1279.39 1277.72 1284.64 1270.6 1278.89 -1.17 -0.09

建材期货

指数

1081.21 1080.44 1083.38 1077.06 1081.68 -1.23 -0.11

指数名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25.14 932.45 922.2 930.15 8.46 927.7

易盛农基指数

1221.08 1230.73 1217.2 1227.69 11.17 1224.46

近期或维持震荡格局

近期A股市场连续出现震荡调整，同时市场量能也

在萎缩。11月份以来，上证指数小幅下跌0.81%，深证成

指累计涨幅为0.55%，创业板指累计涨幅为0.63%。

13日两市延续了近期的震荡格局。 两市量能仍处

较低水平，沪市成交额为1469.44亿元，深市成交额为

2123.94亿元。 两市下跌股票为2414只， 上涨股票为

1097只。

从行业板块看， 申万一级28个行业有5个行业上

涨，1个行业收平，22个行业下跌。 在上涨的行业中，电

子、 食品饮料、 医药生物行业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1.43%、1.04%、0.99%；在下跌的22个行业中，休闲服

务、采掘、农林牧渔行业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19%、

0.99%、0.96%。

从概念板块来看，啤酒、TWS耳机、智能音箱、黄

金珠宝、芯片国产化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供应链金

融、青蒿素、南北船合并等板块跌幅居前。

13日个股分化明显，长春高新、爱尔眼科、通策医

疗、贵州茅台、迈瑞医疗、圣邦股份、卓胜微、韦尔股份

等创历史新高，中国石油、大唐发电、陕西黑猫等则创

历史新低。

中原证券表示，经过近期的震荡后，沪指在2900

点至3000点区间波动的格局依然未能改变，预计沪指

短线围绕2900点震荡整理可能性较大，创业板市场短

线在1700点下方小幅整理的可能性较大。

偏爱金融和消费板块

在市场连续震荡调整背景下，谨慎情绪蔓延至北

向资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13日北向资金净

流出17.63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出16.48亿元，深

股通资金净流出1.16亿元。 北向资金已经连续两个交

易日净流出，此前北向资金连续13个交易日净流入。

从沪股通、 深股通的十大活跃股来看，13日中国

平安、 恒瑞医药、 美的集团分别遭净卖出2.89亿元、

2.14亿元、1.86亿元；隆基股份、平安银行、五粮液分别

获净买入1.91亿元、1.77亿元、1.2亿元。

受近两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的影响，北向资金11

月份以来的净流入金额下降至198.98亿元。 Choice数

据还显示，截至11月12日，北向资金的A股总持仓市

值为1.25万亿元。

从11月份以来加仓方向来看， 截至11月12日，北

向资金对海尔智家、中国银行、江苏银行、分众传媒分

别增持了6201.00万股、6195.57万股、5558.17万股、

5222.36万股；对中国建筑、隆基股份、TCL集团分别减

持了5059.22万股、3248.45万股、2689.32万股。可以看

出，北向资金对金融股和消费股仍然偏爱，同时积极

调仓换股。

联讯证券表示，今年以来北向资金流动情况与市场

行情的关联度增大，择时能力较强。 今年北向资金波动

幅度较大，年初市场位于低位时，北向资金及时加仓，连

续两个月单月净流入规模超过600亿元；随着行情回暖，

在市场到达区间高点之前，北向资金及时减仓；在市场

下跌过程中，北向资金由净流入转为大幅净流出。

外资持续流入是大趋势

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北向资金还将继续保持净

流入态势。 11月8日，MSCI宣布将把指数中的所有

中国大盘A股纳入因子从15%增加至20%， 同时将

中国中盘A股一次性以20%的纳入因子纳入MSCI

指数，11月26日收盘后生效。 中金公司表示，根据追

踪MSCI指数的资金规模， 静态估算本次指数调整

对A股的增量资金 （主动+被动） 规模约为350亿

-400亿美元（约2500亿-3000亿元人民币）。 其中，

本次大盘股纳入系数从15%提高到20%将带来约

200亿美元资金流入（占全部流入54%），中盘股纳

入系数从0%提高到20%将带来约170亿美元资金

流入（占全部流入46%）。

安信证券表示，从长期视角来看，外资资金进入

A股市场还有4倍以上的增长空间。 从短期视角来看，

第一阶段目标（纳入因子20%）接近完成，进一步的

纳入尚待时日。 海外市场经验表明，随着海外指数持

续实施纳入A股扩容，外资资金还会在未来几年持续

流入。

对于后市， 招商证券表示，2019年剩余时间缺乏

明确的机会， 投资者需要耐心等待新的进攻信号，当

下可以从容布局2020年年初行情，投资方向可聚焦科

技、券商、地产基建、医药板块。

� 11月13日沪深两市震荡调整， 上证指数下跌

0.33%， 深证成指上涨0.18%， 创业板指上涨

0.62%。近期A股市场连续调整，最近六个交易日上

证指数四度收阴。 此前连续13个交易日净流入的北

向资金开始积极调仓，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

13日净流出金额为17.63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本月A股市场将再次迎来

MSCI扩容，从中长期角度看，外资持续流入A股的

趋势具有高度确定性， 外资将为行情走强提供更多

量能支持。

震荡市风景独好

半导体板块盛产趋势牛股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13日半导体板块异军突起，Wind半导体指数上涨3.69%，板块内

圣邦股份、北方华创、苏州固锝、三安光电涨停，韦尔股份、北京君正等

涨幅超9%。 上述股票普遍属于今年的趋势牛股。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大基金二期设立以及5G和国产替代逻辑驱

动，半导体行业景气拐点已现，同时将进入新一轮投资周期，产业链上

的多个领域具备中长期投资机会。

行业发展加速

从行业基本面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和占比

不断提升 。 统计显示 ，2010年起全球半导体行业稳步增长 ，

2009-2018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为7.55%， 而我国集

成电路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为25.03%，行业整体增速为全球半导体

行业增速的3.3倍。

从半导体产业链看，芯片设计、封测等细分领域今年三季报显示

出良好的成长能力。具体看，受益国产替代逻辑，国内主要集成电路设

计公司在三季度呈现出业绩加速增长的趋势。在射频芯片、模拟芯片、

存储器等主流应用领域，国内系统终端厂商加速导入国产替代方案。

方正证券电子行业研报指出， 芯片国产替代正逐渐从产品认证落

地转变为实际的产品销售。 观察A股市场头部的芯片设计企业，营收及

利润均呈现出逐季向上的趋势。另外在封测领域，封测企业盈利能力回

升趋势明显，国内四大封测上市企业利润率全面上升。华天科技及晶方

科技毛利率及净利润率逐季上升， 长电科技及通富微电结束连续三个

季度的亏损状况，在三季度实现盈利，封测行业已经全面进入拐点。

不过， 半导体设备材料环节三季报显示营收及利润增速有所回

落。 申港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曹旭特表示，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由于

起步晚，整体技术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但随着国内半导体行业

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层面重视度的提高，国内半导体设备未来有望在

部分领域实现突破，并在某些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关注设备领域龙头

今年以来，半导体板块牛股辈出，下一步板块是否还有上行动力？

具体该如何布局？

方正证券电子行业研究表示，芯片国产替代才刚刚开始，空间巨

大，相关公司在下游大客户扶持下，业绩有望持续释放。 2019年上半

年和2020年上半年都是低基数，2020年下半年在5G手机带动智能终

端加速渗透下，行业景气度将进一步提升。

曹旭特表示，半导体设备是高资金投入、高技术壁垒行业，目前全

球半导体设备行业处于寡头垄断局面。受益于国内半导体行业的高速

发展，国内半导体设备在部分细分领域已取得突破，建议关注国内半

导体设备龙头企业。

中银国际证券同样看好半导体设备板块。 主要依据是：第一，5G已

带动先进制程工艺设备需求爆发， 并将在不久的未来通过终端应用产

生海量数据，拉动成熟制程工艺设备及存储芯片工艺设备的市场需求；

第二，2019年三季度开始， 国内晶圆厂进入新一轮工艺设备密集采购

时期；第三，优质国产设备将继续实现进口替代，持续提升国产化率。

华融证券电子元器件行业分析师庞立永表示， 在国产化替代、下

游产业需求拉动等因素影响下，国内设计领域具备自主核心技术的行

业龙头存在不菲的投资价值。

北向资金调仓聚焦金融和消费板块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日期

北上资金净流入

（亿元）

沪股通净买入

（亿元）

深股通净买入

（亿元）

上证指数涨跌幅(%)

2019-11-13 -17.63 -16.48 -1.16 -0.33

2019-11-12 -0.11 -0.09 -0.02 0.17

2019-11-11 6.70 -0.60 7.30 -1.83

2019-11-08 13.67 -6.06 19.72 -0.49

2019-11-07 21.10 5.27 15.82 0.00

2019-11-06 7.91 9.22 -1.31 -0.43

2019-11-05 52.00 31.69 20.32 0.54

2019-11-04 40.85 22.68 18.17 0.58

2019-11-01 74.49 32.79 41.71 1.00

11月以来北向资金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制表/吴玉华

新华社图片

北向资金调仓聚焦金融和消费板块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1月13日沪深两市震荡调整，上证指数下跌0.33%，深证成指上涨0.18%，创业板指上涨0.62%。 近期A股市场连续调整，最近六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四度收阴。 此前连续13个交易日净流入的北向资金开始积极调仓，连续两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13日净流出金额为17.63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本月A股市场将再次迎来MSCI扩容，从中长期角度看，外资持续流入A股的趋势具有高度确定性，外资将为行情走强提供更多量能支持。

近期或维持震荡格局

近期A股市场连续出现震荡调整，同时市场量能也在萎缩。 11月份以来，上证指数小幅下跌0.81%，深证成指累计涨幅为0.55%，创业板指累计涨幅为0.63%。

13日两市延续了近期的震荡格局。 两市量能仍处较低水平，沪市成交额为1469.44亿元，深市成交额为2123.94亿元。 两市下跌股票为2414只，上涨股票为1097只。

从行业板块看，申万一级28个行业有5个行业上涨，1个行业收平，22个行业下跌。 在上涨的行业中，电子、食品饮料、医药生物行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1.43%、1.04%、0.99%；在下跌的22个行业中，休闲服务、采掘、农林牧渔行业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19%、0.99%、0.96%。

从概念板块来看，啤酒、TWS耳机、智能音箱、黄金珠宝、芯片国产化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供应链金融、青蒿素、南北船合并等板块跌幅居前。

13日个股分化明显，长春高新、爱尔眼科、通策医疗、贵州茅台、迈瑞医疗、圣邦股份、卓胜微、韦尔股份等创历史新高，中国石油、大唐发电、陕西黑猫等则创历史新低。

中原证券表示，经过近期的震荡后，沪指在2900点至3000点区间波动的格局依然未能改变，预计沪指短线围绕2900点震荡整理可能性较大，创业板市场短线在1700点下方小幅整理的可能性较大。

偏爱金融和消费板块

在市场连续震荡调整背景下，谨慎情绪蔓延至北向资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13日北向资金净流出17.63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出16.48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出1.16亿元。 北向资金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净流出，此前北向资金连续13个交易日净流入。

从沪股通、深股通的十大活跃股来看，13日中国平安、恒瑞医药、美的集团分别遭净卖出2.89亿元、2.14亿元、1.86亿元；隆基股份、平安银行、五粮液分别获净买入1.91亿元、1.77亿元、1.2亿元。

受近两个交易日出现净流出的影响，北向资金11月份以来的净流入金额下降至198.98亿元。 Choice数据还显示，截至11月12日，北向资金的A股总持仓市值为1.25万亿元。

从11月份以来加仓方向来看，截至11月12日，北向资金对海尔智家、中国银行、江苏银行、分众传媒分别增持了6201.00万股、6195.57万股、5558.17万股、5222.36万股；对中国建筑、隆基股份、TCL集团分别减持了5059.22万股、3248.45万股、2689.32万股。 可以看出，北向资金对金融股和消费股仍然偏爱，同时积极调仓换股。

联讯证券表示，今年以来北向资金流动情况与市场行情的关联度增大，择时能力较强。 今年北向资金波动幅度较大，年初市场位于低位时，北向资金及时加仓，连续两个月单月净流入规模超过600亿元；随着行情回暖，在市场到达区间高点之前，北向资金及时减仓；在市场下跌过程中，北向资金由净流入转为大幅净流出。

外资持续流入是大趋势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北向资金还将继续保持净流入态势。 11月8日，MSCI宣布将把指数中的所有中国大盘A股纳入因子从15%增加至20%，同时将中国中盘A股一次性以20%的纳入因子纳入MSCI指数，11月26日收盘后生效。 中金公司表示，根据追踪MSCI指数的资金规模，静态估算本次指数调整对A股的增量资金（主动+被动）规模约为350亿-400亿美元（约2500亿-3000亿元人民币）。 其中，本次大盘股纳入系数从15%提高到20%将带来约200亿美元资金流入（占全部流入54%），中盘股纳入系数从0%提高到20%将带来约170亿美元资金流入（占全部流入46%）。

安信证券表示，从长期视角来看，外资资金进入A股市场还有4倍以上的增长空间。 从短期视角来看，第一阶段目标（纳入因子20%）接近完成，进一步的纳入尚待时日。 海外市场经验表明，随着海外指数持续实施纳入A股扩容，外资资金还会在未来几年持续流入。

对于后市，招商证券表示，2019年剩余时间缺乏明确的机会，投资者需要耐心等待新的进攻信号，当下可以从容布局2020年年初行情，投资方向可聚焦科技、券商、地产基建、医药板块。

11月以来的北向资金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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