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操盘手再现江湖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前言: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牛市达达的马蹄，唤醒沉睡中的A股骑士。 他们曾叱咤于这片疆土，他们是庄家鼻祖、私募教父，是影响多只股票涨跌、煊赫一时的势力体系。 然而月圆月缺，有人折戟，有人入狱，有人逃亡。 时过境迁，卿本战者，待A股红了，收拾盔铠，重登台榭。

正文：

滚滚牛市，铁骑翻飞。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批私募行迹，发现大批老派私募已身现江湖。

新中国的操盘手时代缘起于1990年两市成立。 根据目前公认的说法，第一代操盘手，主由证券公司在自己公司的“红马甲”中选拔，起步于早期国债市场，尔后在A股市场中磨练和成长。 他们控制股票走势，影响市场涨跌，是券商、上市公司、专业交易公司眼中紧俏的人才。

据业内知名私募“老狐狸”花荣2007年创作的《操盘手》一书，1990年代中国第一代操盘手们，统计在内的29人中，仅1人凯旋。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份名单里，当初入狱者如今已基本出狱，陷入窘况者也多有重操旧业痕迹。 在这轮牛市中，第一代操盘手们正在或低调或高调地复出，重回这片曾让他们激情燃烧的热土。

低调现身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证券、期货市场老人，提起他的名字依然很激动。

不用多说，看看他操作过的股票标的和期货品种：深发展、绿豆期货，便知道，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张少鸿，中国第一代证券、期货操盘手。 他少年得志，曾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一手创建声震一时的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公司，民间称其为“张社长”，也是后来多部操盘小说及影视剧的主角原型。 在投资失利而后囹圄被困数年后，而今低调现身市场。

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 张少鸿是中原人，然而闭塞的乡土却羁绊不住一颗奔放的心。 1981年，20岁的张少鸿毕业于河南省银行学校（现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 4年后，适应不了机关生活的他毅然辞职创业。 1987年，26岁的他注册了个体性质的“读来读去读书社”（简称“三读”），规定只要交10元押金、2元租金，即可成为读书社社员。

读书社一路壮大，1994年，公司注册资金从最初的10万元增至2000万元。 彼时，三读公司会员数以万计，读者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卡不仅可以免费借书一年，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机构换书阅览。 更诱人的是，一年期满后，将得到1000元现金———回报率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借鸡生蛋”是诸多白手起家大佬的惯用手法，张少鸿也不例外。 那是什么在支撑这样的高回报率？ 不错，背后正是张少鸿在期货、股票两市场的交易天才。

1990年前后，沪深两证券交易所及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相继成立。 血液中流淌着冒险投机因子的张少鸿怎能忍受这样的诱惑。 1993年，“三读”下属公司获得了期货公司从业资格，5月，张少鸿开始投身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

届时，郑商所绿豆期货红极一时，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 张少鸿，正是当时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

张少鸿的帅才也在团队作战的盈利模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每次交易，张少鸿召集手下的人统一住在宾馆，不准接、打电话，按照事先计划步骤，各自去实现自己的盈利目标，打“伏击战”。

有市场人士透露，在这种有组织的投资模式下，张邵红和他的游击军团只用了4天时间，就把国有粮食部门为主的空方打垮，同时击溃当时的期市“大鳄”———四川汉龙集团的刘汉，后来刘汉仿照其战术，击败了北京建昊集团的袁宝璟。

在《操盘手》一书中，著名投资人士韩军在序言中回忆道，当时郑州期货市场非常热闹，一群国有企业的“土豹子”在做绿豆期货，由于是产区，他们以做空为主，却没什么风险意识，探子称“钱多、人傻、快去”，于是我们打算出其不意地劫一票生辰纲。 那是一个周一下午，对方毫不知觉，奇袭非常成功。

两年后，当北京资金再次下山准备故伎重演时，却被张少鸿带领的中原豹子伏击了，亏得吐血。

据市场人士回忆，那是一场旷日持久拉锯战，双方都杀红了眼，血战达到了肉搏的地步。 最后，张少鸿聚集当地所有“地头蛇”，逼得北京“过江龙”全线瓦解、纷纷爆仓。 至今，北京的期货主力对郑州期货交易市场仍心有余悸。

而一位曾与张少鸿并肩作战国内第一次期货大战的操盘手回忆当年的合作经历道：当时感觉张在金融市场上打的是气势，但缺乏谋略，无法长久，一旦失败就是无法翻身的惨败。

独霸期市的同时，张少鸿携期货主力杀入股市。 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曾经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 国内许多期货小机构也跟随他参战沪、深证券市场。 彼时的张少鸿，威风极了。

引人瞩目的一次是，他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

但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沪深市场自２００１年开始的大跌，其满仓的股票在国泰君安郑州营业部被强行平仓。 “三读”公司面临兑付危机。 2001年8月至2009年，张少鸿在狱中度过。 一代期货霸主、股市猛庄的辉煌在时代黯然中也暂告落幕。 届时绿豆期货也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 此后，期货市场热钱伴随中国期货中心的转移，北上至大连，后东移至上海。

2009年前后，张少鸿出狱。 随后一年，即被媒体追踪到行迹。 2010年9月，一篇《私募新秀新亚太系暗夜疾行，猛庄张少鸿归来》的文章再次将张少鸿推向舆论的浪潮。 而实际上，他仅仅在这家公司待了短短几个月，终因理念不同而离开。

北京、华东、河南的多家企业慕名聘请他去做CEO，却均被婉拒。 “老路再让我走，我不喜欢走，有点吃剩饭了。 ”他说。

业内人透露，张少鸿近年出现在河南房地产界一家知名地产公司，任职高管。 张少鸿在狱中时，这家公司老总就经常去看望他，陪他说说话，其家人也多受照拂。 而以张的才干阅历，堪当国内任何一家大型企业“将帅”，不为名利所动，甘为故人效劳，其重情重义的性情可见一斑。

据称，他还为一些相熟的客户做“家庭理财保姆”，投资范围涵盖期货、证券、基金等等，组合着做，成效令人吃惊。 而如今这种常见且蔚然成风的代客理财、集合理财模式，当初的三读公司何尝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呢。

据传，一个有趣的插曲是，2013年8月16日上午，光大证券光大证券自营盘70亿的乌龙指造成A股暴涨，大批权重股瞬间被一两个大单拉升之后，又跟着涌现出大批巨额买单，带动了整个股指和其它股票的上涨，以致多达59只权重股瞬间封涨停。 其中，就有张少鸿长期持有的股票，瞬间账面盈利增加数千万，身经百战的他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场乌龙，于是当机立断止盈，顺利逃顶。

在这波牛市中，对于一些朋友的咨询，他也会适当地给出理财建议。

“他现在人很低调，讲话轻声慢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静和淡定，他锻炼身体，珍视家庭，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个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资本战者。 ”业内人说，虽然此身未退，可能他已经不想被打扰。

潜行江湖

人不在江湖，但江湖仍有他的传说。

唐万新，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一缕魅影。 作为“德隆系”创始人，他曾一手导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神话：由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并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强庄”。 唐家兄弟也是中国股票第一代最著名操盘手。 有人计算，曾经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唐万新的第一桶金来自彩扩生意，后来又尝试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此时，唐万新也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 ”唐后来在供述中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这些上市公司及其它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

而其手笔越来越大，在混业经营的大旗下，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凭借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是“用毒药化解毒药”。 最终，2004年的一次股灾引发兑付危机。 由于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罪，2004年唐万新被拘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德隆帝国轰然倒塌。 但其操盘手法和资本运作套路一直被作为经典案例广为运用直到今天。

2012年，唐万新出狱，其人作为德隆灵魂而存在。 而在此轮牛市前夕，蛰伏的德隆旧部屡屡浮出江湖。

据媒体报道，从2009年起，当年在A股市场呼风唤雨的德隆系，已经开始借着各种路径重回市场，*ST东炭（现为阳煤化工）、博盈投资（现为斯太尔）、伊立浦、当代东方、厦门电子、国旅股份、精达股份、万福生科等公司的资产重组中，均浮现“德隆魅影”。 “湘晖系”、“梧桐系”、“当代系”等德隆新生代的崛起其实是老德隆系化整为零后在资本江湖的潜行踪迹。

消息人士称，“新德隆系”最新的目标是中捷资源（原中捷股份），早在中捷集团及中捷厨卫、中捷供应链向玉环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之前，多名德隆系背景的高管，已经控制了中捷资源的董事会和管理层。

2014年7月，中捷资源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 改选后，公司多位董事、高管，几乎都有新疆背景，而新疆正是当年德隆系的发家地。

德隆系人员入驻后，2014年8月8日，中捷资源复牌大涨。 但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5日，中捷资源再次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

观察新德隆系介入后的股票表现，“德隆概念股”也在资本市场上均有不错的表现， 2014年上半年大盘跌跌不休，但新德隆“当代系”操盘的当代东方、厦华电子、国旅联合均逆势上涨。

“新德隆虽然操作彪悍，但相比当年已经低调了很多。 ”一位操盘手表示。

曾在君安

自2008年将旗下产品全部清盘后，“私募教父”赵丹阳已作别A股近6年。

2014年悄然启动的牛市，让不少蛰伏的私募大佬蠢蠢欲动，亦让这位老将重披铠甲。

2015年1月初，赵丹阳高调复出，一起来回来的，还有他的新产品。 1月4日，赵丹阳发行的一款信托产品在深圳举行路演活动。 赵丹阳任产品的基金董事。 在当日的投资者交流会上，赵丹阳公开宣称，现在股市比2005年1000点之际的估值更划算，A股再度出现捡便宜的时刻。

在赵教父强势复出前，有消息人士称，赵丹阳曾携团队频频调研上市公司，为赵氏概念股选秀。 据媒体报道，2013年3月以来，多位投资者透露曾在广电运通和同仁堂科技股东大会上遇到赵丹阳，并与其交流过。 6月份，赵丹阳又被爆料，出现在古越龙山和广州药业的调研队伍中。 此外，加加食品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1月17日，赤子之心基金赵丹阳也曾与数名券商、私募、公募基金人士对加加食品进行了调研。

与此同时，教父还在各种场合大力唱多A股，表示自己当前是“满仓，以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为主，不考虑短期波动等。 ”其二季度有3只重仓股分别是中国国旅、老凤祥和全聚德。 其中“赤子之心成长”和“赤子之心价值”两大产品都持有全聚德，分别持有623万股和631万股。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此轮牛市启动前，不少蛰伏多年的私募步调一致，重现江湖的野心可见一斑。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统计，仅在2013年的最后一周，即有21只私募产品成立。 当年12月，成立的阳光私募新产品多达51只，包括盈峰资本、佑瑞持投资等老牌私募。 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若干老派新派私募已经到了大爆发的阶段。

就在2014年7月份的一次海外投资论坛中，康晓阳、蔡明等老牌私募均已现身。 此二位，也均在花荣所列的“中国第一代操盘手”名册之中，后者当年在海南港澳信托公司证券总部和博时基金创下赫赫声名，当年网络概念股风起云涌之时，蔡明就曾指挥旗下基金买卖海虹控股 (时称琼海虹)，海虹股票当年接连十个涨停板的奇迹有多少是蔡的功劳至今已经无从考证。

今年一季度，蔡明在一季度高调重仓进入7股，而且重仓的几只股票今年前4个月均表现抢眼，其与投资大佬彭旭、江作良抱团重仓的细胞治疗概念股中源协和前4个月涨幅更是高达95.85%。

在蔡明最新发布的产品中，股指期货对冲工具应用的出现，也暗示市场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 蔡明称，当市场短期面临较大的风险时，会择时使用股指期货对现货组合进行对冲。 经过多年的发展，市场环境和市场风格而言，此A股已非彼A股，大佬们也在与时俱进地学习。

花荣所列名单中，除了谢世及逃亡人士，多位窘况及曾经入狱人士已回归市场，弄潮A股。

而通过梳理第一代私募行迹，记者发现，目前活跃在投资界的多位知名私募背后，隐约笼罩着同一个光环———君安系。 “私募教父”的赵丹阳，很早之前也是香港君安的职员。 正如一位圈内人士所言：身处金融界中，大可先问贵人是否曾在君安。

投资界不乏明星，但缺乏的是寿星，首批操盘手归来，不问出处，荣于斯，辱于斯，苦于斯，乐亦于斯。

再往前追溯，中国的操盘手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洋政府。 要说新中国的第一个操盘手林乐耕，与上一个时代也有着莫大的渊源。 他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 1988年，林高买低卖两万股深发展（深圳发展银行），每股获得30元差价。 时年林乐耕68岁，距离上海解放后，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封掉了证券交易所近40年。

40年尚宝刀未老，莫问廉颇老否。

纵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想当年，依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易盛农期指数周评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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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利静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牛市达达的马蹄，唤醒沉睡中的A股骑

士。 他们曾叱咤于这片疆土，他们曾是私募

教父。 然而月圆月缺，有人折戟，有人入狱。

时过境迁，卿本战者，待A股红了，收拾盔

铠，重登台榭。

滚滚牛市，铁骑翻飞。 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日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批私募行

迹，发现大批老派私募已身现江湖。

新中国的操盘手时代缘起于1990年两

市成立。 根据目前公认的说法，第一代操盘

手， 主要由证券公司在自己公司的 “红马

甲”中选拔，起步于早期国债市场，尔后在A

股市场中磨炼和成长。 他们是券商、上市公

司、专业交易公司眼中紧俏的人才。

据业内知名私募“老狐狸” 花荣创作

的《操盘手》一书，90年代中国第一代操

盘手们，统计在内的29人中，仅1人凯旋。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 在这

轮牛市中， 第一代操盘手们正在或低调或

高调地复出， 重回这片曾让他们激情燃烧

的热土。

农期指数再创新高 短期高位承压

□

永安期货 王晓宝

经过 “五一” 小长假的短暂休

整， 易盛农期指数于上周初强势上

涨，在创出1118.5点的新高后，呈现

冲高回落态势， 回吐周初全部涨幅。

截至 5月 8日收盘， 指数报收于

1095.75点，周度跌幅0.51%。

云南糖会总体偏中性，维持前期

偏强基本面， 无进一步刺激性消息。

本榨季郑糖在减产、 进口糖管控、提

前收榨等消息的影响下，整体走势仍

将以上涨为主，但受累于国际原糖持

续低位及技术性阻力压制，郑糖进一

步上涨动力略显不足，呈现高位震荡

行情，短期内警惕回调风险。

棉花方面，美棉出口订单被取消

的消息令美棉承压下行，受其影响，曾

一度走高的郑棉随之回落。此外，印度

进口纱价走低，港口纱库存居高不下，

严重冲击国内纱市场， 进一步拖累棉

价，料棉价继续维持震荡行情。

水产养殖的大范围启动以及菜

粕库存处于低位， 为菜粕价格提供了

一定支撑，但水产养殖利润不佳、豆菜

粕价差较小令菜粕价格难以持续走

高。菜粕后期走势，一方面和美豆及豆

粕价格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5月菜

籽托市收购政策和菜粕销售细则相

关， 政策发布后将为菜粕价格进一步

指明方向,请投资者密切关注。菜油方

面，原油反弹提振整体油脂市场，但抛

储压力使菜油反弹行情弱于其它油

脂，料菜油短期内维持震荡行情。

综上所述，易盛农期指数虽突破

1100点强阻力位，但高位承压下跌，

最终收于该点下方，在长期看好指数

的前提下，短期内存在回调压力。

钢铁建材领涨 CIFI继续上行

□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李家文

5月8日当周分品种看，整体上工业品

期货品种以上涨为主。其中铁矿石大幅反

弹，涨幅为6.07%，占据首位，铜和焦煤涨

势略逊色；而LLDPE大幅回落，以5.02%

的跌幅遥遥领先于甲醇、铅、白银和PVC。

铁矿石市场， 短期在外矿控制产量

的消息刺激下，进口矿市场继续持稳，对

期价利好支撑。随着季节性需求回落，钢

材现货开始走弱， 目前各地现货成交量

已有所缩减。 铁矿石需求下行通道似乎

又要再次开启， 市场拉高后高位缺乏基

本面支撑，仍有调整修复需要，回调空间

待确认。短期市场做多情绪比较浓重，不

宜过分看空，追涨注意市场风险。

伦铜走势偏谨慎， 成交量与持仓量

下降， 资金青睐度明显不及其他基本金

属。 沪铜节后跳空高开直接跃升至

45000元关口上方，跟随外盘上拉，反弹

幅度较大。周后大量资金由盘内流出，操

作积极性、 主动性与其他品种形成强烈

对比，减仓减量，跳空缺口令投资者望而

却步，短期内将维持高位震荡走势。

上周国内炼焦煤市场持稳运行，目

前市场整体成交依旧较弱， 大型煤企库

存偏高， 个别大矿实行先发货后付款现

象， 导致部分焦钢企业炼焦煤库存有所

增长。 市场方面，地方煤价无明显波动，

由于焦炭市场有所企稳，矿价上涨，炼焦

煤后市预期有明显改善。

LLDPE期货上周内掉头向下，五一节

后归来连续下行走势。 因下游淡季，下游对

高价原料需求有所放缓， 部分石化实行优

惠出货，再加上部分装置检修逐步复工，基

本面利空，预计短期维持区间偏弱震荡。

低调现身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证券、期货市场老人，

提起他的名字依然很激动。

不用多说， 看看他操作过的股票标的和期

货品种：深发展、绿豆期货，便知道，一个时代已

经过去了。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张少鸿，中

国第一代证券、期货操盘手。 他少年得志，曾是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一手创建声震一时的

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公司， 民间称其为 “张社

长” ，也是后来多部操盘小说及影视剧的主角原

型。 在投资失利而后囹圄被困数年后，而今低调

现身市场。

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 张少鸿是中原

人， 然而闭塞的乡土却羁绊不住一颗奔放的

心。 1981年，20岁的张少鸿毕业于河南省银行

学校（现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被分配到中

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 4年后，适应不了机关

生活的他毅然辞职创业。 1987年，26岁的他注

册了个体性质的 “读来读去读书社”（简称

“三读” ）， 规定只要交10元押金、2元租金，即

可成为读书社社员。

读书社一路壮大，1994年，公司注册资金从

最初的10万元增至2000万元。彼时，三读公司会

员数以万计，读者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

不等的“押金” ，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卡不

仅可以免费借书一年， 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

分支机构换书阅览。 更诱人的是，一年期满后，

将得到1000元现金———回报率远高于银行的正

常存款利息。

“借鸡生蛋” 是诸多白手起家大佬的惯用

手法，张少鸿也不例外。 那是什么在支撑这样的

高回报率？ 不错，背后正是张少鸿在期货、股票

两市场的交易天才。

1990年前后， 沪深两证券交易所及郑州商

品期货交易所相继成立。 血液中流淌着冒险投

机因子的张少鸿怎能忍受这样的诱惑。 1993年，

“三读” 下属公司获得了期货公司从业资格，5

月，张少鸿开始投身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

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

届时，郑商所绿豆期货红极一时，其“绿豆

价格”影响全球，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

场中心。 张少鸿，正是当时绿豆期货的“庄家”

之一。

张少鸿的帅才也在团队作战的盈利模式

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每次交易，张少鸿召集手

下的人统一住在宾馆，不准接、打电话，按照事

先计划步骤， 各自去实现自己的盈利目标，打

“伏击战” 。

有市场人士透露， 在这种有组织的投资模

式下， 张少鸿和他的游击军团只用了4天时间，

就把国有粮食部门为主的空方打垮。

在《操盘手》一书中，著名投资人士韩军在

序言中回忆道，当时郑州期货市场非常热闹，一

些国有企业在做绿豆期货，由于是产区，他们以

做空为主，却没什么风险意识，探子称“钱多、人

傻、快去” 。 那是一个周一下午，对方毫不知觉，

奇袭非常成功。

两年后， 当北京资金再次下山准备故伎重

演时，却被张少鸿带领的中原豹子伏击了。

据市场人士回忆， 那是一场旷日持久拉锯

战，双方都杀红了眼，血战达到了肉搏的地步。

最后，张少鸿聚集当地所有“地头蛇” ，逼得北

京“过江龙” 全线瓦解、纷纷爆仓。

而一位曾与张少鸿并肩作战国内第一

次期货大战的操盘手回忆当年的合作经历

道： 当时感觉张在金融市场上打的是气势，

但缺乏谋略，无法长久，一旦失败就是无法

翻身的惨败。

独霸期市的同时， 张少鸿携期货主力杀入

股市。 相关资料显示， 张少鸿曾经参股黄河证

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

后操盘“深发展” 、“金杯汽车” 、“川化股份” 、

“湖北迈亚” 等股票谋利。 国内许多期货小机构

也跟随他参战沪、深证券市场。

引人瞩目的一次是，他集结河南、浙江、海

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 发动了深圳房地

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 历史上的

最高成交价48元。

但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沪深市场自

２００１年开始的大跌， 其满仓的股票在国

泰君安郑州营业部被强行平仓。 “三读” 公

司面临兑付危机。 2001年8月至2009年，张少

鸿在狱中度过。 届时绿豆期货也因过度投机

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 此后， 期货市场热钱

伴随中国期货中心的转移， 北上至大连，后

东移至上海。

2009年前后，张少鸿出狱。 随后一年，即被

媒体追踪到行迹。 2010年9月，一篇《私募新秀

新亚太系暗夜疾行，猛庄张少鸿归来》的文章再

次将张少鸿推向舆论的浪潮。 而实际上，他仅仅

在这家公司待了短短几个月， 终因理念不同而

离开。

北京、华东、河南的多家企业慕名聘请他去

做CEO，却均被婉拒。 “老路再让我走，我不喜

欢走，有点吃剩饭了。 ”他说。

业内人透露， 张少鸿近年出现在河南房地

产界一家知名地产公司，任职高管。 张少鸿在狱

中时，这家公司老总就经常去看望他，陪他说说

话，其家人也多受照拂。

据称，他还为一些相熟的客户做“家庭理财

保姆” ，投资范围涵盖期货、证券、基金等等，组

合着做，成效令人吃惊。 而如今这种常见且蔚然

成风的代客理财、集合理财模式，当初的三读公

司何尝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呢。

据传，一个有趣的插曲是，2013年8月16日

上午， 光大证券自营盘70亿的乌龙指造成A股

暴涨， 大批权重股瞬间被一两个大单拉升之

后，又跟着涌现出大批巨额买单，带动了整个

股指和其它股票的上涨，以致多达59只权重股

瞬间封涨停。 其中，就有张少鸿长期持有的股

票，瞬间账面盈利增加数千万，身经百战的他

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场乌龙，于是当机立断止

盈，顺利逃顶。

在这波牛市中，对于一些朋友的咨询，他也

会适当地给出理财建议。

“他现在人很低调，讲话轻声慢语，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沉静和淡定， 他锻炼身体， 珍视家

庭， 丝毫看不出他曾是一个如此具有攻击性的

资本战者。”业内人说，虽然此身未退，可能他已

经不想被打扰。

潜行江湖

人不在江湖，但江湖仍有他的传说。

唐万新， 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

的一缕魅影。 作为“德隆系” 创始人，他曾一手

导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神话： 由一家小公

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

融和产业帝国，并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强

庄” 。唐家兄弟也是中国股票第一代最著名操盘

手。 有人计算，曾经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

要10个亿。

唐万新的第一桶金来自彩扩生意， 后来又

尝试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 1992年，新疆德

隆实业公司成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

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此时，唐万新也完成了从屡

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

亿元。 ”唐后来在供述中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

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在

三年多的时间里， 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分别

上涨了1100%、1500%和1100%，这些上市公司

及其它与“新疆德隆” 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

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 。

而其手笔越来越大， 在混业经营的大旗

下，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凭借高额民

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

说，是“用毒药化解毒药” 。 最终，2004年的

一次股灾引发兑付危机。 由于涉嫌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罪，2004年唐万新

被拘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德隆帝国轰

然倒塌。

2012年，唐万新出狱。 而在此轮牛市前夕，

蛰伏的德隆旧部屡屡浮出江湖。

据媒体报道，从2009年起，当年在A股市

场呼风唤雨的德隆系， 已经开始借着各种路

径重回市场，*ST东炭（现为阳煤化工）、博盈

投资（现为斯太尔）、伊立浦、当代东方、厦门

电子、国旅股份、精达股份、万福生科等公司

的资产重组中，均浮现“德隆魅影” 。 “湘晖

系” 、“梧桐系” 、“当代系” 等德隆新生代的

崛起其实是老德隆系化整为零后在资本江湖

的潜行踪迹。

消息人士称，“新德隆系” 最新的目标是中

捷资源（原中捷股份），早在中捷集团及中捷厨

卫、中捷供应链向玉环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之前，

多名德隆系背景的高管， 已经控制了中捷资源

的董事会和管理层。

2014年7月，中捷资源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改选董事会。 改选后，公司多位董事、高管，几

乎都有新疆背景，而新疆正是当年德隆系的发

家地。

德隆系人员入驻后，2014年8月8日，中捷资

源复牌大涨。 但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5日，中捷资

源再次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至今。

观察新德隆系介入后的股票表现，“德隆

概念股” 也在资本市场上均有不错的表现，

2014年上半年大盘跌跌不休，但新德隆“当代

系” 操盘的当代东方、厦华电子、国旅联合均逆

势上涨。

“新德隆虽然操作彪悍，但相比当年已经低

调了很多。 ” 一位操盘手表示。

曾在君安

自2008年将旗下产品全部清盘后，

“私募教父”赵丹阳已作别A股近6年。

2014年悄然启动的牛市，让不少蛰伏

的私募大佬蠢蠢欲动， 亦让这位老将重披

铠甲。

2015年1月初，赵丹阳高调复出，一起

回来的，还有他的新产品。 1月4日，赵丹阳

发行的一款信托产品在深圳举行路演活

动。赵丹阳任产品的基金董事。在当日的投

资者交流会上，赵丹阳公开宣称，现在股市

比2005年1000点之际的估值更划算，A股

再度出现捡便宜的时刻。

在赵丹阳强势复出前，有消息人士称，

赵丹阳曾携团队频频调研上市公司，为赵

氏概念股选秀。 据媒体报道，2013年3月以

来，多位投资者透露曾在广电运通和同仁

堂科技股东大会上遇到赵丹阳，并与其交

流过。 6月份，赵丹阳又被爆料，出现在古

越龙山和广州药业的调研队伍中。 此外，

加加食品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1

月17日，赤子之心基金赵丹阳也曾与数名

券商、私募、公募基金人士对加加食品进

行了调研。

与此同时， 赵丹阳还在各种场合大力

唱多A股，表示自己当前是“满仓，以长期

持有的价值投资为主， 不考虑短期波动

等。 ”其二季度有3只重仓股分别是中国国

旅、 老凤祥和全聚德。 其中 “赤子之心成

长”和“赤子之心价值”两大产品都持有全

聚德，分别持有623万股和631万股。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此轮

牛市启动前， 不少蛰伏多年的私募步调一

致，重现江湖的野心可见一斑。据私募排排

网数据中心统计，仅在2013年的最后一周，

即有21只私募产品成立。当年12月，成立的

阳光私募新产品多达51只，包括盈峰资本、

佑瑞持投资等老牌私募。 2014年尤其是下

半年以来， 若干老派新派私募已经到了大

爆发的阶段。

就在2014年7月份的一次海外投资论

坛中，康晓阳、蔡明等老牌私募均已现身。

此二位，也均在花荣所列的“中国第一代操

盘手”名册之中，后者当年在海南港澳信托

公司证券总部和博时基金创下赫赫声名。

今年一季度， 蔡明在一季度高调重仓

进入7股， 而且重仓的几只股票今年前4个

月均表现抢眼，其与投资大佬彭旭、江作良

抱团重仓的细胞治疗概念股中源协和前4

个月涨幅更是高达95.85%。

在蔡明最新发布的产品中， 股指期货

对冲工具应用的出现， 也暗示市场已经是

另外一个时代。蔡明称，当市场短期面临较

大的风险时， 会择时使用股指期货对现货

组合进行对冲。经过多年的发展，就市场环

境和市场风格而言， 此A股已非彼A股，大

佬们也在与时俱进地学习。

而通过梳理第一代私募行迹，记者发

现， 目前活跃在投资界的多位知名私募

背后， 隐约笼罩着同一个光环———君安

系。 “私募教父” 的赵丹阳，很早之前也

是香港君安的职员。 正如一位圈内人士

所言：身处金融界中，大可先问贵人是否

曾在君安。

投资界不乏明星，但缺乏的是寿星，首

批操盘手归来，不问出处，荣于斯，辱于斯，

苦于斯，乐亦于斯。

再往前追溯， 中国的操盘手历史要追

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洋政府。 要说

新中国的第一个操盘手林乐耕， 与上一个

时代也有着莫大的渊源。 他在民国时期曾

当过“红马甲” ,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

经纪人。1988年，林高买低卖两万股深发展

（深圳发展银行），每股获得30元差价。

纵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想当年，依

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指数名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8.38 68.03 0.35 0.5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8.05 888.59 898.30 888.42 898.58 -9.99 -1.11

油脂指数

587.33 579.55 587.33 579.15 587.93 -8.38 -1.43

粮食指数

1359.59 1348.55 1361.82 1346.95 1360.58 -12.03 -0.88

软商品指数

857.20 848.17 858.36 847.86 856.98 -8.82 -1.03

工业品期货指数

746.99 747.28 749.95 742.89 746.74 0.54 0.07

能化指数

716.63 711.97 717.69 708.84 716.89 -4.92 -0.69

钢铁指数

476.97 479.44 482.77 472.98 476.63 2.81 0.59

建材指数

584.27 585.27 586.30 580.39 583.78 1.48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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