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翔事件震动业界 投机策略难以为继（主）

相关概念股遭资金抛弃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曾一度被资金追捧的“徐翔概念股” 2日集体大跌，其中徐翔持有的康强电子、华丽家族开盘即被超大笔卖单压在跌停板，相关概念股南洋科技、文峰股份也大幅下挫。 徐翔名噪资本市场是由于其精准的投资及神话般的业绩。 截至今年9月底，泽熙投资旗下产品平均收益达到惊人的259.76%，其中泽熙一期（华润）收益更是高达302.55%，远远高于其他私募产品。

私募业内人士认为，徐翔此前一些成功案例多采用投机策略，价值投资很少，但投机是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的。 徐翔事件会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将利于净化和规范私募投资发展环境，利好股市长远发展。

相关概念股普跌

11月2日，市场出现大幅调整，而所谓的“徐翔概念股”更是惨不忍睹。

上市公司三季报显示，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徐翔控制的泽熙系仅出现在两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动股名单。 康强电子三季度报告显示，“华润深国投-泽熙6期”为其第三大流通股东，持股数量达1031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5%。 华丽家族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第二大流通股东，持有9000万股，占总股本比例达到5.62%。 昨日，康强电子、华丽家族开盘即被超大笔卖单压在跌停板。

与此同时，徐翔母亲郑素贞持有的部分股票昨日表现也相当惨烈。 三季报显示，郑素贞持有南洋科技1589.2419万股，持股比例为2.24%，为公司第五大股东；持有文峰股份27500万股，持股比例为14.88%，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大恒科技100万股，累计持有12996万股，持股比例为29.7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昨日南洋科技开盘即被砸到跌停，最终收报跌9.55%；文峰股份大幅低开，全天跌幅8.98%；大恒科技全天一直被资金封死在跌停板。

此外，最近两月因泽熙投资调研而被爆炒的个股也受到牵连。 9月泽熙投资曾调研盾安环境、博瑞传播、莱茵体育、巨星科技、雅百特、东江环保等六家上市公司。 昨日收盘，盾安环境跌6.13%，莱茵体育跌停，巨星科技跌3.42%，另三家仍在停牌。 10月泽熙投资曾调研兔宝宝、富春通信、荣信股份、科斯伍德、联化科技等五家上市公司，其中兔宝宝10月中旬复牌以来，涨幅一度超过65%，不过昨日亦被封在跌停板；富春通信跌6.4%，荣信股份6.22%，科斯伍德跌7.09%，仅有联化科技收红。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相关概念股的走势依然不乐观。 如果没有确实的业绩支撑，相关概念股很难扭转跌势。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遭到游资爆炒的个股也“殃及池鱼” ，上周五游资追捧的“二孩”概念股，昨日也大幅下挫，如威创股份，上周五盘中被拉上涨停，但昨日下跌8.07%。 而特力A上周五曾刷出新高，昨日全天被封在跌停板。

曾创下投资神话

此前，多次传出徐翔被调查的传闻，比如今年5月，有关徐翔“因操纵股市受到监管部门调查”的市场消息即开始传出；2012年7月，因紫石投资张超涉内幕交易调查案市场传闻徐翔被“协查” ；2014年5月传泽熙投资涉嫌东方锆业内幕交易。 对于这些传闻，泽熙投资均曾否认。

而今年9月，有关泽熙投资的传言更多，泽熙投资也多次就市场流传的谣言作出回应称：公司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公司产品不具备融资融券功能；目前网络上关于徐翔的照片和言论均为山寨。 此外，泽熙投资也透露了其股灾以来的整体操作思路和操作行为，即在今年5月份市场疯狂之时，意识到市场风险的积聚，承压逆市减仓，因此在随后大跌中保住了收益。

格上理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泽熙投资旗下产品平均收益达到惊人的259.76%，其中泽熙一期（华润）收益更是高达302.55%。 其中，泽熙投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在6月5日至7月10日市场调整最为猛烈的区间内，逆市平均获取了25.52%高收益，期间私募产品平均收益率-14.58%。

徐翔的神话不仅在于其惊人的业绩，更在于其精准的投资。 2014年其精准介入东方锆业、吴通通讯、中青宝等重组股。 2014年1月3日，东方锆业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据东方锆业2013年年报显示，泽熙6期持股151.15万股，占总股本的0.37%，首度位列于东方锆业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此外，泽熙投资在吴通通讯亦有精准操作。 2013年10月15日，吴通通讯宣布停牌并发布重组公告。 2013年10月11日的龙虎榜数据显示，被认为是泽熙投资大本营的国泰君安交易单元斥资1880.93万元买入，占据当日买入金额最大席位。 后来的吴通通讯2013年年报亦显示，泽熙1期和泽熙6期同时新进成为公司的第三和第六大股东，分别持有138.06万股和94.58万股。

投机不创造价值

从昨日盘面看，徐翔被拘一事对市场有一定冲击。 不过，从中长期看，对市场发展有正面影响。 社交投资平台“一起牛”统计显示，在该平台注册的证券公司投资顾问中，有两成的投顾认为该事件会长期利好A股，短期影响不大；有两成的投顾认为会造成题材股退潮；有六成的投顾提到了徐翔，但未对A股走势表态。 如投顾种永认为，徐翔事件的影响会使题材股退潮，大盘可能走出不上则下的走势，但3250点至3300点一线支撑较强，短期关注市场方向选择。

不少投资圈人士认为，徐翔事件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打个比方，有个依靠作弊手段，老考第一的同学，在考试过程中被监考老师抓到，取消成绩。 这对于其他守规矩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深圳一业绩排名居前的私募听闻徐翔事件后表态。

深圳另一资产规模在百亿的私募表示：“对一些不按规则出牌的人作出惩罚，规规矩矩做投资的机构未来会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操纵股价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才会有更多资本参与股市。 ”

一资深投资圈分析人士指出，徐翔的优势在于擅长博弈、洞察人心，很多经典案例多采用投机策略为主，价值投资很少，但投机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 很多股票炒作概念，背后并没有基本面的支持，变成一个纯博弈场。 在这个博弈场里，投机大佬消灭了大量为生态系统做贡献的底层食物链。 随着投机大佬体量的增长，这个消灭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徐翔出问题的本质是，其不创造社会价值，而是在破坏生态系统。 所以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会把徐翔赶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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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5� �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5-09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东方铁塔，证券代码：002545）于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5月19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5

月26日、2015年6月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2015-037）。

公司于2015年6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40），

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6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16

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1、2015-045、2015-047）。 2015年7月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于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2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

2015年8月12日、2015年8月19日、2015年8月26日、2015年9月2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 事 项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053、2015-054、2015-055、2015-062、2015-065、

2015-068、2015-073、2015-074）。 2015年9月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于2015年9月15日、2015年9月22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13

日、2015年10月20日、2015年10月2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77、2015-079、2015-080、2015-084、2015-086、2015-09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涉及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5-053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筹划资产收购事项，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莱宝高科，证券代码：002106）自2015年4月7日开

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4月7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9）。

201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2015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并于2015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6月25日、7月3日、7月

10日、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8月14日、8月28日、9月8日、9月15日、9月22日、9月29日、

10月13日、10月20日、10月27日分别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022、2015-023、2015-025、2015-029、2015-030、2015-031、2015-033、2015-034、

2015-035、2015-036、2015-042、2015-043、2015-044、2015-045、2015-046、2015-047、

2015-048、2015-049）。 2015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5-027）。

2015�年8月21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在2015年11月

2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上述相关公告已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交易对方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

构积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已基本完成财务、法律相关的尽职调查

以及审计、评估的主要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的细节进行磋商，公司向国有股东申请对标

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履行国资备案手续，有关各方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

具体事项并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截至目前尚未获得明确意见，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正在

编制过程中。 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早完成。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3日

年中A股巨震

泽熙重阳业绩抢眼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机构数据显示，在6月初至7月初市场

调整最猛烈的期间，仅有不超过两成半的

私募产品取得了正收益。 不过，在私募产

品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泽熙投资等少数

私募却逆市实现了高收益。

多数私募收益缩水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6月5日至7月10

日期间，沪深300指数下跌了20.74%，沪综

指下跌21.61%，深成指大跌31.21%，中小

板和创业板指数更是分别暴跌31.49%和

35.69%。 期间有业绩记录的对冲基金产品

（包括非结构化产品和结构化产品， 也包

括所有不同策略的产品）为7090只，平均

收益下跌14.58%。 其中，1825只产品获得

正收益，占比25.74%；5265只产品负收益，

占比为74.26%。

这一期间，部分对冲基金产品逆市上

涨， 数据显示7只对冲基金产品收益超过

50% ，19只产品收益率介于30%-50% ，

140只产品收益率为10%-30%。

私募排排网统计显示，6月5日至7月

10日间，高收益的对冲基金产品主要分布

在股票策略、管理期货和复合策略中，前三

十强中分别有15、12和3只产品。

其中，倚天投资旗下管理期货产品的

“倚天中国梦3号” 表现最为抢眼，以

104.66%的高收益高居榜首， 该产品市场

调整前表现一般，波动较大，凭借着市场暴

跌实现了大幅飙升。

排在第二和第四名的同样是管理期货

产品，九坤投资姚齐聪管理的“九坤量化

一号” 和粤商智富资产杨超杰管理的“粤

商智富1号” 分别获得97.43%和56.36%的

高收益，净值分别为4.1917和1.8448。 杨超

杰管理的另一只产品“粤商智富2号” 收益

率高达40.44%，排名第十四。 此外，泽泉投

资辛宇管理的 “中信信托-泽泉景渤财

富” 股灾期间表现十分强势，以69.72%的

高收益名列第五名。

泽熙近两月业绩平淡

不过，从整体产品情况看，泽熙投资、

重阳投资无疑是这一期间的最大赢家，旗

下产品均逆市大涨，获取了高收益，泽熙投

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股灾期间逆市平均获

取了25.52%高收益，徐翔管理的“华润信

托-泽熙1号” 、“山东信托-泽熙3期” 、

“山东信托-泽熙2期” 和“华润信托-泽

熙5期” 分别获得44.39%、32.14%、31.64%

和23.55%高收益。

而重阳投资是股灾另一大赢家， 旗下

产品平均收益为15.95%，“外贸信托-重

阳目标回报1期” 、“外贸信托-重阳目标

尊享A期” 、“外贸信托-重阳对冲1号” 、

“华润信托-重阳6期” 、“外贸信托-重阳

对冲2号” 、“外贸信托-重阳对冲3号” 和

“君享重阳阿尔法对冲一号” 股灾期间分

别获得32.97%、31.02%、30.99%、25.97%、

24.85%、24.29%和20.95%的高收益，前三

十强占了七席。

值得注意的是， 泽熙投资旗下产品今

年前三季度平均收益更达到惊人的

259.76%，其中泽熙一期（华润）收益最为

抢眼，前三季度业绩达302.55%。 值得注意

的是，泽熙投资旗下产品，在8月、9月并未

有多大变化，比如泽熙一期（华润）8月业

绩仅为1.06%，9月业绩为0.52%。

上攻主线不明 操作难度加大

市场强弱格局存变数

□本报记者 李波

2日市场低开后出现先扬后抑的倒V

型走势，热点大面积熄火，徐翔概念股重

挫。 进入11月，获利回吐、美联储加息预期

等多因素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波动分

化将加剧。 在此时点，对相关投机违法操

作的打击， 短期虽对市场带来一定冲击，

但中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减少暴跌

概率。 与此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价值

投资，市场热点将向业绩好且涨幅不大的

确定型股票转移。 部分机构建议，投资者

应关注业绩相对稳定、长期成长性较好的

品种，适度转战中盘蓝筹股。

多种不确定因素交织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行情步入11月，

前期累计涨幅、上方技术面重压、政策面

相对空窗期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再袭，令

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首先，10月市场大幅反弹， 特别是作

为反弹领头羊的创业板积累了大量获利

盘，估值重回高位，对于场外资金的吸引

力下降，而技术面压力和政策红利兑现加

剧了场内获利盘回吐。 其次，沪综指进入

3400点上方的成交密集区，面临巨大的套

牢盘压力，难以快速向上突破，需要充分

回调换手，才能逐步消化压力，打开上行

空间。 再次，在“双降” 和五中全会后，11

月市场进入政策相对空窗期，政策面对行

情的刺激减弱，市场回归自身节奏，个股

也将就此出现分化。 另外，12月美联储加

息这一不确定因素再度强化，对市场带来

扰动。

兴业证券研报指出， 相比10月份，11

月份行情的操作难度加大，波动大，需要

调低收益率， 行情大概率呈现区间震荡，

甚至立冬之后可能阶段性调整。 建议投资

者收获深秋反弹成果，做好波段，顺应震

荡市、大分化行情。

招商证券研报认为， 主题板块多已经

轮动， 市场预期的短期催化剂也已经逐步

兑现， 市场开始缺乏吸引新增资金入场的

理由。 临近年底，缺乏上涨的持续主线时，

投资者落袋为安的博弈情绪会占据上风，

集中避险是当前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非

常容易放大市场波动。

抑投机强化价值投资

A股最佳反弹窗口已过， 行情正在由

“鱼头” 向“鱼尾” 行进，后市反弹步入深

水区， 震荡分化将加剧， 操作难度明显提

升。在此时点，徐翔相关消息加剧了市场谨

慎情绪，短期对前期热门品种带来冲击。昨

日大盘演绎倒V型走势， 概念炒作全面熄

火，“徐翔概念股”遭遇重挫。

不过，从中长期来看，管理层对投机力

量的打击将有力地威慑违法操作， 稳定市

场运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市

场从快速反弹步入震荡季， 管理层对内幕

交易和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的打击， 有助于

降低暴跌概率和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打击过度炒作，也将进一步

引导市场回归价值投资。 随着“徐翔概念

股” 走下神坛，短期市场强弱格局将发生

变化，“妖股” 难以持续妖气，潜力品种将

被挖掘，市场热点将逐步在业绩向好、前期

滞涨以及上升空间明确的中线品种中展

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利空消化后，部

分被错杀的优质股票后市有望再度逞强，

因此短期不失为低吸良机。

具体来看， 部分机构建议关注业绩

向好、涨幅不大的确定性品种。 国海证券

推荐关注业绩相对稳定、 长期成长性较

好的传媒、环保、新能源等板块。 广证恒

生建议谨慎享受反弹， 适度转战中盘蓝

筹。 平安证券看好环保、新能源和农业机

械等板块的投资机会，美丽中国、健康中

国等概念起步时间较短， 主题行情有望

进一步延续。

投机不创造价值

从昨日盘面看，徐翔被拘一事对市场有一

定冲击。 不过，从中长期看，对市场发展有正面

影响。 社交投资平台“一起牛” 统计显示，在该

平台注册的证券公司投资顾问中，有两成的投

顾认为该事件会长期利好A股， 短期影响不

大； 有两成的投顾认为会造成题材股退潮；有

六成的投顾提到了徐翔， 但未对A股走势表

态。 如投顾种永认为，徐翔事件的影响会使题

材股退潮， 大盘可能走出不上则下的走势，但

3250点至3300点一线支撑较强，短期关注市场

方向选择。

不少投资圈人士认为， 徐翔事件利于市场

健康发展。 “打个比方，有个依靠作弊手段，老

考第一的同学，在考试过程中被监考老师抓到，

取消成绩。这对于其他守规矩的同学来说，无疑

是个利好。 ” 深圳一业绩排名居前的私募听闻

徐翔事件后表态。

深圳另一资产规模在百亿的私募表示：

“对一些不按规则出牌的人作出惩罚， 规规矩

矩做投资的机构未来会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

环境，操纵股价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才会有更

多资本参与股市。 ”

一资深投资圈分析人士指出， 徐翔的优势

在于擅长博弈、洞察人心，很多经典案例多采用

投机策略为主，价值投资很少，但投机是不创造

社会价值的。很多股票炒作概念，背后并没有基

本面的支持，变成一个纯博弈场。在这个博弈场

里， 投机大佬消灭了大量为生态系统做贡献的

底层食物链。随着投机大佬体量的增长，这个消

灭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徐翔出问题的本质是，其

不创造社会价值，而是在破坏生态系统。所以最

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会把徐

翔赶出系统。

徐翔事件震动业界 投机策略难以为继

相关概念股遭资金抛弃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曾一度被资金追捧的“徐翔概念股” 2日集体大跌，其中徐翔持有的康强电子、华丽家族开盘即被超大笔卖

单压在跌停板，相关概念股南洋科技、文峰股份也大幅下挫。 徐翔名噪资本市场是由于其精准的投资及神话般

的业绩。 截至今年9月底，泽熙投资旗下产品平均收益达到惊人的259.76%，其中泽熙一期（华润）收益更是高达

302.55%，远远高于其他私募产品。

私募业内人士认为，徐翔此前一些成功案例多采用投机策略，价值投资很少，但投机不能创造价值。 徐翔事

件会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将利于净化和规范私募投资发展环境，利好股市长远发展。

相关概念股普跌

11月2日， 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而所谓的

“徐翔概念股”更是惨不忍睹。

上市公司三季报显示，截至2015年三季度

末，徐翔控制的泽熙系仅出现在两家上市公司

的前十大流动股名单。 康强电子三季度报告显

示，“华润深国投-泽熙6期” 为其第三大流通

股东，持股数量达1031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5%。 华丽家族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上海泽

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第二大流通

股东， 持有9000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达到

5.62%。 昨日，康强电子、华丽家族开盘即被超

大笔卖单压在跌停板。

与此同时，徐翔母亲郑素贞持有的部分股

票昨日表现也相当惨烈。 三季报显示，郑素贞

持有南洋科技1589.2419万股， 持股比例为

2.24%， 为公司第五大股东； 持有文峰股份

27500万股，持股比例为14.88%，为公司第二

大股东； 持有大恒科技100万股， 累计持有

12996万股，持股比例为29.75%，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昨日南洋科技开盘即被砸到跌停，最

终收报跌9.55%；文峰股份大幅低开，全天跌

幅8.98%；大恒科技全天一直被资金封死在跌

停板。

此外，最近两月因泽熙投资调研而被爆炒

的个股也受到牵连。 9月泽熙投资曾调研盾安

环境、博瑞传播、莱茵体育、巨星科技、雅百特、

东江环保等六家上市公司。 昨日收盘，盾安环

境跌 6.13% ， 莱茵体育跌停， 巨星科技跌

3.42%，另三家仍在停牌。 10月泽熙投资曾调

研兔宝宝、富春通信、荣信股份、科斯伍德、联

化科技等五家上市公司，其中兔宝宝10月中旬

复牌以来，涨幅一度超过65%，不过昨日亦被

封在跌停板； 富春通信跌6.4%， 荣信股份跌

6.22%， 科斯伍德跌7.09%， 仅有联化科技收

红。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相关概念股的走势依

然不乐观。 如果没有确实的业绩支撑，相关概

念股很难扭转跌势。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遭到游资爆炒的个股

也“殃及池鱼” ，上周五游资追捧的“二孩” 概

念股，昨日也大幅下挫，如威创股份，上周五盘

中被拉上涨停，但昨日下跌8.07%。 而特力A上

周五曾刷出新高，昨日全天被封在跌停板。

曾创下投资神话

此前，多次传出徐翔被调查的传闻，比如今

年5月，有关徐翔“因操纵股市受到监管部门调

查” 的市场消息即开始传出；2012年7月，因紫

石投资张超涉内幕交易调查案市场传闻徐翔被

“协查” ；2014年5月传泽熙投资涉嫌东方锆业

内幕交易。 对于这些传闻，泽熙投资均曾否认。

而今年9月，有关泽熙投资的传言更多，泽

熙投资也多次就市场流传的谣言作出回应称：

公司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 公司产品不具

备融资融券功能； 目前网络上关于徐翔的照片

和言论均为山寨。此外，泽熙投资也透露了其股

灾以来的整体操作思路和操作行为， 即在今年

5月份市场疯狂之时，意识到市场风险的积聚，

承压逆市减仓，因此在随后大跌中保住了收益。

格上理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泽熙

投资旗下产品平均收益达到惊人的259.76%，

其中泽熙一期（华润）收益更是高达302.55%。

其中，泽熙投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在6月5日至

7月10日市场调整最为猛烈的区间内， 逆市平

均获取了25.52%高收益，期间私募产品平均收

益率为-14.58%。

徐翔的神话不仅在于其惊人的业绩， 更在

于其精准的投资。 2014年其精准介入东方锆

业、吴通通讯、中青宝等重组股。 2014年1月3

日，东方锆业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据东

方锆业2013年年报显示， 泽熙6期持股151.15

万股，占总股本的0.37%，首度位列于东方锆业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此外，泽熙投资在吴通通讯亦有精准操作。

2013年10月15日，吴通通讯宣布停牌并发布重

组公告。 2013年10月11日的龙虎榜数据显示，

被认为是泽熙投资大本营的国泰君安交易单元

斥资1880.93万元买入，占据当日买入金额最大

席位。后来的吴通通讯2013年年报亦显示，泽熙

1期和泽熙6期同时新进成为公司的第三和第六

大股东，分别持有138.06万股和94.58万股。

序号 产品名称 主策略 投资顾问 基金经理 净值日期 净值(元) 6月5日至7月10日区间收益率

1 倚天中国梦3号 管理期货 倚天投资 － 2015-7-10 1.9139 104.66%

2 九坤量化一号 管理期货 九坤投资 姚齐聪 2015-7-9 4.1917 97.43%

3 中信信托-泽泉景渤财富 股票策略 泽泉投资 辛宇 2015-7-3 3.9832 69.72%

4 粤商智富1号 管理期货 粤商智富资产 杨超杰 2015-7-10 1.8448 56.36%

5 金手指5号 管理期货 柯林资产 郭建军 2015-7-10 1.509 54.40%

6 富国一号 复合策略 信宏投资 卢伟东 2015-7-10 1.605 49.72%

7

云南信托-中金-云信私募工场

(七期)第11期(加油1号)

股票策略 － － 2015-7-3 2.4834 46.06%

8 柯林1号 管理期货 柯林资产 郭建军 2015-7-10 1.7433 44.58%

9 华润信托-泽熙1号 股票策略 泽熙投资 徐翔 2015-7-3 3.3739 44.39%

10 期期禾沣一号 管理期货 期期投资 王伟 2015-7-10 2.3296 43.46%

6月5日至7月10日非结构化对冲基金收益排名

数据来源：私募排排网数据中心 制表：黄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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