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证监会 26 日正式启动运行证
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社会公
众可通过该平台查询到市场参与主体被
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纪律处分等失信信
息。

证监会诚信办负责人介绍， 建设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目的是进一
步建立健全证券期货市场诚信体系和诚信
激励约束机制， 加强社会公众对市场参与
主体的监督，提高市场诚信水平，推进监管
转型， 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合法权益。

为此，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诚信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修改增加了专门
建立违法失信信息互联网公示平台的规
定。 按诚信监管办法规定，通过查询平台，
公众可查询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 市场
禁入决定， 交易所及行业自律组织实施的
纪律处分措施及管理措施等失信记录。 今
后，根据新增信息及信息的效力期限情况，

查询平台的信息数据将及时进行更新和调
整。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说，查询平台运行
后， 欢迎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通过平
台进行查询和使用。 投资者和社会公众
可通过登录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 进入
互 联 网 查 询 平 台 界
面。 使用姓名 / 名称、
身份证号码 / 组织机
构代码查询相关主体
失信信息。 平台将以
列表的形式为查
询者展示查询对
象的失信记录信
息，包括查询对象
姓名 / 名称、身份
证号码、被处理时
间、 处理机构、处
理类型等信息项
目。 据新华社电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
日，A 股延续强势。 上证

综指在权重股推升下站稳 3100 点，与
深证成指同步出现近 3%的涨幅。 大盘
蓝筹股延续强势， 券商保险板块整体
涨幅高达逾 7%。

沪深两市近 1300 只个股上涨，略
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 37 只个股涨停。

伴随股指强势走高， 沪深两市大
幅放量，分别成交 4889 亿元和 2363 亿
元，总量超过 7200 亿元。

大盘蓝筹股全线拉升。 券商保
险板块再度出现在涨幅榜首位 ，整
体涨幅高达逾 7% 。 银行、 石油燃
气 、运输物流板块涨幅也均超过了
2% 。

沪深 300 指数站上 3400 点整数
位，报 3445.84 点，涨 110.42 点，涨幅
达到 3.31%，明显强于沪深大盘。 10 条
行业系列指数全线飘红，300 金融涨幅
高达 5.91%。

沪深 B 指继续走高。 上证 B 指涨
1.02%至 289.60 点，深证 B 指涨 0.47%
至 1009.25 点。

经过前期的回调整理后， 低估值
大盘蓝筹股再度获得资金青睐， 并连
续两个交易日推升股指。 交易量显著
回升，则显示市场观望情绪有所消退。

据新华社电

大盘股带动
沪指站上 310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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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剑波诉证监会一案中， 光大证券在 2013 年 8
月 16 日上午的错单交易信息能否构成《证券法》及《期
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内幕信息，成为原被告最大
的辩论焦点，这将直接关系到证监会对杨剑波的处罚是
否具有事实基础。

2013年 8 月 16 日 11 时 05 分， 光大证券在进行
ETF 套利时，因程序错误，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以
234 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 180ETF 成份股， 实际成交
72.7 亿元。 对此， 此次一审判决对于这一错单行为给
出了清晰的定义。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证监会将错单交易信息
认定为内幕信息，并未超出《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
条例》对内幕信息定义的范畴。 杨剑波提出错单交易
信息在光大证券当日下午对冲交易开始之前已经公
开， 因此不构成内幕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院不予
支持。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内幕信息
并不限于与发行人自身相关的信息，也包括对公司证券
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交易信息。进一步考虑到大盘
指数与公司证券价格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对大盘指数产
生重大影响的交易信息亦应属于《证券法》所指对公司
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范畴。

记者统计发现，按照目前交易所指数计算方法，市
场中市值较大的中国石油、 工商银行、 中国石化等权
重股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几只权重股上涨 1%大盘
指数就可以带动大盘相应上涨。

与此同时，法院也对错单交易信息是否公开进行了
定义，认为原告主张本案错单交易信息，在案发当日下午
对冲交易开始之前已经被媒体揭露，从而处于公开状态，
但原告所举 21 世纪网的报道中并未准确指明其报道的
信息来源， 市场主体无法确信该报道来自于可靠的信息
源；其次，原告提交的其他网站对于错单交易信息的报道
均是 21世纪网报道的转载，并非基于各自独立调查进行
的报道，不能形成互相佐证的关系，从而使市场主体相信
其内容真实可靠；最后，光大证券于当日下午发布公告之
前， 相关媒体对当日上午大盘指数大幅上涨的原因还有
诸多其他推测和报道，市场主体无法仅仅基于 21 世纪网
的报道而相信其内容真实可靠。因此，原告主张错单交易
信息在光大证券当日下午对冲交易开始之前已经公开的
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杨剑波告证监会一审败诉
●难改“光大乌龙事件”性质 ●另类内幕交易将可以此为鉴

证监会建立
失信记录公众查询平台

光大证券 2013 年 8 月 16 日下午的对冲
行为究竟是按照公司原定的策略实施的还是
针对突发事件的临时部署？ 这一问题成为本
案的一大焦点。

按照原告观点， 光大证券当日下午的对
冲交易，是基于既定投资计划、指令所作出的
交易行为，从而不构成对内幕信息的利用。

但北京市一中院认为， 当日下午的对冲交
易，是在错单交易信息形成之后，光大证券直接
针对错单交易而采取的对冲风险行为， 而非基
于内幕信息形成之前已经制订的投资计划、指
令所作出的交易行为。 “既定投资计划和指令
应是在内幕信息形成前已经制订， 并包含了交
易时间、交易数量等具体交易内容，且在实施过
程中没有发生过变更， 方能体现交易行为没有
对内幕信息加以利用。 ”法院认为。

至于原告认为对冲交易是基于既定的市场
中性投资策略所作出，法院认为，虽然市场中性
投资策略的目标是保证投资组合中多空双边头
寸的平衡，不留风险敞口，从而实现投资收益与
市场整体波动无关。 但是，交易者在实施市场中
性投资策略并根据市场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的过
程中， 仍然可能利用内幕信息对市场波动的单
边影响，从而构成内幕交易。

监管层定义内幕信息并不“任性”

不是决策者， 对冲是执行公
司安排， 这是杨剑波认为证监会
对自己处罚过重的原因。 在庭审
过程中，原告方曾提出，杨剑波在
8 月 16 日下午负责对冲交易是
根据公司管理层决定实施的，作
为公司一名部门负责人， 原告负
有执行公司管理层决定的当然义
务。 “如果有人需要对错单交易
负责的话，负责人不是原告。 ”

对此，对杨剑波是否构成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法院认为，本
案错单交易发生于光大证券策
略投资部，而原告作为光大证券
时任策略投资部总经理，参与了
光大证券决定实施对冲交易的
相关会议，且是负责执行当日下
午对冲交易的人员，故被告认定
其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无不
当。原告认为自己并非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之主张不能成立，法院
不予支持。

“乌龙指”到底算谁的？

下错单不能用内幕信息随便对冲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6
日就杨剑波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决定、市场禁入决定两案一审公
开宣判，两案均判决驳回了杨剑波
的诉讼请求 ， 杨剑波当庭表示上
诉。 尽管杨剑波诉证监会案尚未最
终尘埃落定，但“光大乌龙事件”性
质基本难改，一审判决已经给这一
另类内幕交易打上注脚，未来 A 股
市场再出现 “乌龙指事件 ”将可以
此为鉴。

2013年 8 月 16 日 11 时 05 分
开始， 一直低位徘徊的上证指数瞬
间上涨 5.96%， 多只权重股瞬间出
现巨额买单，多达 59 只权重股瞬间
封涨停， 沪指最高摸到 2198 点，11
时 30 分收于 2149 点。 之后光大证
券公告承认自营部门发生交易系统
“乌龙”，进行 ETF 套利时下单 234

亿元最终成交 72.7 亿元。 2013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证监会决定没收
光大证券 ETF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
1307 万余元，并处以违法所得 5 倍
的罚款； 没收光大证券股指期货内
幕交易违法所得 7414 万余元，并处
以违法所得 5 倍的罚款。 上述两项
罚没款共计 5.23 亿元，同时对光大

证券 ETF 内幕交易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徐浩明、杨赤忠、沈诗光、杨
剑波等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60 万
元， 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光大证券“乌龙指”主角原策略投
资部总经理杨剑波因不服证监会对
该事件的判罚， 遂将证监会告上法
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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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