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悉徐翔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一直
以来外界对徐翔的业绩有诸多猜测，但
徐翔本人确实对市场有着惊人的专注，
徐翔对股市有着强烈的热情， 股市就是
他最大的爱好。

在泽熙，徐翔并非单打独斗，他高薪
聘请大量研究员，帮助他筛选个股，获取
市场信息。 其中不乏媒体记者出身的研
究员， 记者虽非科班出身， 但在徐翔看
来， 他们对市场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获取
信息的方式， 这一特质能帮助他战胜市
场。

高薪之下，泽熙内部竞争极为残酷，
优异者提拔为高级研究员， 薪金水准大
幅超越同业，考核不合格者，直接辞退。

突出的个人能力和狼性十足的团
队， 虽然为徐翔的优异业绩提供了部分
解释，即便如此，自泽熙成立以来，质疑
声仍是不绝于耳。

徐翔被调查的消息时常流出。 但这
一次，“狼”真的来了。

一轮股灾，令高层震动，整顿市场的
决心空前。 结合中纪委在金融领域的一
系列反腐行动， 多部委参与到了专项整
治工作中。

7 月 9 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
赴证监会， 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
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 随后公安部发布
信息，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证券
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此后， 几乎每周五证监会的例行发
布会，都会公布新的整治进展，市场风声
鹤唳。

9 月，多名机构人士提醒记者，徐翔
可能在这一轮监管风暴中出事。

11 月 1 日，公安部宣布，徐翔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名机构人士证实，
11 月 1 日晚间，徐翔已被带回北京。

“对于游资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时代
的结束，或者说游资本身的结束。 ”一名
沪上资深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

记者多次拨打泽熙投资市场营销和
公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 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 据了解，11 月 1 日， 同被警方控
制的，还有多名泽熙高层。 与此同时，泽
熙投资的官网也已经无法打开。

徐翔被调查很可能不是结束， 而是
一个开端。 一名泽熙内部的人士曾对记
者表示，泽熙产品收益高，但有人可能比
泽熙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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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 日 23 时许， 新华社发布消
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泽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徐翔
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
息， 从事内幕交易、 操纵股票交易价
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近日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相
关案侦工作正在严格依法进行中。 ”

随即， 有人假冒新华社和新华社

记者在网上发布消息称：“经公安部
进一步调查， 徐翔犯罪团伙以涉嫌内
幕交易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 其犯
罪集团成员武双试图反抗逃脱， 被警
察当场枪毙。 ”经核实，此消息纯属谣
言。 新华社已向公安机关反映相关情
况， 要求依法追究谣言编造传播者的
责任。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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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熙内部人士揭秘徐翔操盘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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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视为股市传奇，如今跌落云端，一直神秘莫测的徐
翔，终于揭开面纱。

11月 1 日，公安部网站消息称，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泽熙）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
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
行为涉嫌违法犯罪， 近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目前，相关案侦工作正在严格依法进行中。

多名沪上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涨停板敢死队”出身
是徐翔很难摆脱的印记。

“当年‘宁波涨停板敢死队’那批人，徐翔的手法不是
最激进的，但是名声最大。 ”一名熟悉泽熙的私募人士向记
者透露，在徐翔成立泽熙，发私募产品之前，他是宁波非常
大的游资，常常通过把股价打到近乎跌停板的方式，来实现
出货的目的，也时常快速拉升股价至涨停板吸筹。“这就是
市场中流传的‘一字断魂刀’。 ”

徐翔被查，对部分市场人士来说，并不意外。 早在 2015
年 9 月， 就曾有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一次 （监管风
暴）徐翔可能要出事。 ”除了个股操作中的凶猛，徐翔对仓
位的精准控制，也是帮助他获得远超同业收益的因素之一。
但如今，以往的神奇都被违法嫌疑蒙上阴影。

徐翔的陨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或许是噩梦的开端。

在私募行业， 徐翔一直以作风凶猛
著称。一名私募操盘手向记者表示，2015
年 4 月 9 日， 徐翔在万邦达上的一笔交
易，着实令人惊讶。

2015 年 4 月 8 日， 万邦达开盘价为
47元 / 股，收盘价为 43.98 元 / 股，跌幅达
8.76%，最低价至跌停板 43.38 元 / 股。

“4 月 8 日， 万邦达有一笔大宗交
易， 一家营业部在跌停价 43.38 元 / 股
接了 7.8 亿元的筹码。 ”他分析道，大概
是徐翔接下了筹码。

根据深交所大宗交易信息显示，万
邦达在大宗交易平台上以 43.38 元 / 股
的成交价，成交了 1800 万股，成交金额
达 78084 万元， 买方营业部为华泰证券
上海国宾路证券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为
华泰证券南通环城西路营业部。 “按照
我的判断，4 月 9 日徐翔在万邦达上对
敲了 5 亿多元，至少有 10 个点以上的浮
盈。 ”他向记者表示。

4月 9 日，万邦达最低价探底至 42.6
元 / 股， 但最后却以 48.38 元 / 股的涨
停价收盘。 换手率达到 17.53%，成交额
接近 1 亿元。

“把股价从下跌拉升至涨停板，很
多散户会跟风追， 这正好让大规模筹码
持有者出掉前一天吃的货。 这是明目张
胆对倒，这么大的量，一定会引起监管层
的注意。 ”

资料显示， 在 2014 年年报中，“华
润深国投 - 泽煦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新进大洋电机和万邦达，其中，持有大洋
电机 444.16 万股，为该公司第九大流通
股东，占总股本比例为 0.52%；持有万邦
达 1113.15 万股，为第四大流通股东，占
总股本比例为 4.54%。

“这说明 2015 年一季度， 泽熙在万
邦达上有很大底仓， 符合徐翔一贯的操
盘手法，迅速大规模建仓，抓住个股的主
升浪，开始对倒出货。 ”操盘手说。

曾有泽熙内部人士，以重庆啤酒为
例，向记者解释了徐翔在个股上的操作
手法，以及如何利用散户的从众情绪。

2011年年末， 因研发乙肝疫苗备受
市场关注的重庆啤酒，宣布其乙肝疫苗
揭盲数据失败，随后股价从 11 月 25 日
最高价 83.12 元 / 股开始， 遭遇连续跌
停。

“泽熙在第八个跌停板时进场抄底
了。”但徐翔出手，依旧没能抵挡住重庆

啤酒的下跌势头，重庆啤酒二次揭盲失
败后，股价继续遭遇第九个跌停。

上述泽熙内部人士回忆说，遭遇第
九个跌停后， 泽熙在重庆啤酒每股 20
元左右的价位，再次进场抄底，当日股
价从跌停板被拉升到收红。

至于为何敢在第九个跌停后再次
入场抄底， 上述泽熙内部人士表示，当
时徐翔判断，被套牢的机构和散户已经
非常绝望，如果此时再次进场，大量买
入，抛压盘不会很大。“因为把人从绝望
当中拉回来的话， 只需要一点助力，当
看到庞大的卖压不断被吃掉，被套牢的
投资者会减少卖出。 此时控盘就相对容
易， 因为大家都在盼着还能再涨点，不
愿卖。 ”

此后重庆啤酒一路涨到 35 元 / 股。
泽熙成功逃顶，在短短一个月内获利数
亿元。

他还透露，徐翔在 2013 年自贸区概
念股中赚得最多。“因为是上海本地股，
非常熟悉。 ”他说。

另有私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表示，徐
翔可调动的资金，其实并非仅仅是泽熙
的资金，一些小型私募会追随在徐翔左
右，与徐翔共进退。

该私募人士称， 在重庆啤酒一战
后， 徐翔曾试图在其他疫苗概念股上，
复制重庆啤酒一战的成功。 为了布局，
小私募们曾借助社交媒体散播消息，来
影响大众投资者对个股的判断。 但这一
说法，没有得到泽熙内部人士的确认。

徐翔少年成名， 是上世纪 90 年代
“宁波涨停板敢死队”的代表人物，进入
阳光私募领域后， 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历史业绩，使得徐翔在市场上名声大噪。

但与其他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明
星基金经理不同， 徐翔低调得近乎神
秘，在网络上，几乎找不到一张徐翔本
人的照片。 以至于，在 11 月 1 日，徐翔
戴着手铐的照片流出后，相当一段时间
内，大多数人难以确认照片中是不是徐
翔本人。

泽熙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徐翔很
少参加公开场合的活动，而且媒体以往
引用的图片，均是错误的图片。

这也使得徐翔即便出现在一些公

开场合，也难以被人认出来，徐翔借此
便利， 曾低调地参与行业交流活动，而
不必担心被媒体追访。

据泽熙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2015
年年初开始， 徐翔将主要的办公地点，
从上海移至北京，周一到周五徐翔在北
京办公，周末回上海与家人相聚。 有趣
的是，徐翔从来不乘飞机，每次总是一
个人坐高铁往来京沪。

大型券商机构销售负责人也证实，
徐翔今年年初将日常办公地点从上海
移至北京。 对于徐翔迁移办公地点的原
因，他猜测，或许是徐翔为了更为通畅
地接近一手信息以及非金融资源。

据腾讯网报道

徐翔被股市投资者仰视多年，除了
依仗在个股操作上的凶悍外，他对仓位
的精准控制，也一直令外人匪夷所思。

曾有多名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在
股票市场，择时比选股难得多，古今中
外，能准确择时者，几乎没有，即便巴菲
特和索罗斯， 也难以精准进行仓位控
制。

但在 2015 年 6 月的“股灾”之中，
泽熙不但精准逃顶，并且在他私募基金
濒临清盘危机时，旗下多只基金净值创
出历史新高。

2015年 6 月， 随着证监会对杠杆基
金， 尤其是配资活动的打击不断深入，
上证指数在 6 月 12 日达到 5178.19 点

的高点后，急转直下。 当时部分投资者
仍认为， 这只是股市的阶段性调整，但
到了 6 月下旬， 由于配资盘被动平仓，
股市的跌势已经不可逆转。 进入 7 月，
上证指数一度跌破 3500 点。

泽熙内部人士对记者称，在 6 月中
旬， 徐翔已经开始逐步降低仓位， 在 6
月 20 日前后， 泽熙旗下基金仓位已经
很低。

7月中旬， 记者看到了泽熙旗下基
金的净值表现，5 只产品中，4 只创历史
新高。

泽熙内部人士称，徐翔几乎不涉足
股指期货，产品收益绝大部分是通过做
多个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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