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永威团伙在一定程度上利用

的是资金以及技术的优势进行操纵

诈骗的行为。 但另一方面来看，马永

威等人也正是利用了投资者的心理。

“该团伙首先要像试探水温一

样试盘，借此观察其他普通交易者的

反应。其次是抓住普通人人性中规律

的恐惧和质疑，股价稍微一涨就想卖

出，跌一点就会套牢，一直拿不住筹

码。 正是抓住了这些心理因素，马永

威等人不断人为制造一些细小的波

动， 去挑动普通散户的情绪和心

理。 ” 稽查人员透露。

正常情况下，大资金在股票市场

上处于劣势，当市场参与者都去买一

只股票的时候， 资金越多的一方，买

入的价格会被抬得越高。但当所有人

都在卖一只股票的时候， 资金越多，

股价跌得越低，卖的价格也越低。

那么，此案中为何大资金还能赚

到钱？

“因为他们通过以欺诈为实质的

操纵市场，让其他竞争交易对手对股

价走势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和判断。 ”

稽查人员讲道。 “因此，研究普通投

资者心理的时候，如果从帮助普通散

户树立健康的投资理念的角度来说，

这种案例还是存在警示价值的。 ”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造成的恶劣

影响在市场中有一定的传播，这种操

纵行为一度还有扩散的趋势。相关群

体聚集讨论操盘经验， 甚至形成沙

龙，市场操纵的动机和手段在市场传

播。

因此，2017 年以来市场上又陆

续涌现出一些成批使用地域特征明

显的账户，利用短期资金优势，通过

盘中拉抬、封涨停、对倒等多种欺诈

手法，在短时间内轮番炒作多只股票

的不法团伙。 同福达股份一样，跟风

投资者在后期股价下跌期间损失惨

重，造成了极坏的示范效应。

对此，证监会也特别提醒广大投

资者，切莫盲目跟风，切莫出借账户

给他人使用，警惕成为操纵市场的受

害者。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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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16 日发布公告，

按照法定程序核准了 6 家企业的首发申

请，筹资总额不超过 34亿元。

6 家企业中， 有 3 家拟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 包括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 家

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为广东

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 家拟在创业板

上市，为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佩

蒂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信息显示， 本次将有广东凌霄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佩蒂动物营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2家企业直接定价发行。

证监会核发

6家企业 IPO

筹资总额不超过 34亿元

“游资收割机”马永威被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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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光大银行宣布在手机银

行客户端上推出银联二维码支付产品 “扫

码付” ，成为国内首批支持银联二维码支付

功能的商业银行。

这是光大银行继 2015 年联合中国银

联率先推出云闪付信用卡产品，2016年首发

推出 Apple� Pay、Samsung� Pay 等云闪付

产品后的又一创新合作。在实际操作中，光大

银行客户下载最新版手机银行客户端，点击

首页“付款码”进行签约。 签约成功后，点击

“向商家付款”即可直接进行扫码支付。

“扫码付” 基于银联标准，在技术上采

用符合人民银行支付标记化的相关规范，

通过安全加密传输，支持上送设备信息，从

而实现全流程的风险控制。 该项服务实现

了线上与线下业务的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王蕾）

操纵福达股份，仅数个交易日便获利超 2000万元

光大银行

推出“扫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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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二季度末， 福达

股份的股价开始躁动。 从 6

月 30 日开始的 9 个交易日

内，其股价从 17.17元一路蹿

升 至 26.7 元 ， 涨 幅 高 达

55.5%。

但福达股份的股价狂飙

并没持续太久，7 月 15 日在

基本面以及消息面均无重大

变化的情况下， 其股价遭遇

一字跌停。 随后的一个交易

日， 福达股份股价再次出现

了 6.48%的跌幅。

福达股份股价异动以及

表现出来的被操纵迹象立即

进入执法视野， 证监会稽查

人员迅速出击、多点联动，通

过数据恢复、交易拟合、结合

前期掌握的相关证据， 快速

锁定可疑私募机构， 马永威

团伙浮出水面。

股价诡异的走势正是马

永威团伙操纵下的结果。 据

了解，马永威、曹勇等有组织

的团伙，控制使用 38 个证券

账户，在 2016 年 7 月 5 日至

7月 18日期间涉嫌操纵福达

股份股票。 投入资金量高达

2.9亿元，获利超 2289万元。

其中，2016 年 7 月 5 日

至 7 月 12 日，涉案账户以买

入为主，拉抬建仓，股价涨幅

52%，与同期上证综指相比偏

离 50 个百分点。 其间，该股

日均交易量是前 8 个交易日

日均交易量的 4 倍， 是后 8

个交易日的 2倍。

2016 年第二季度以来，

多家小市值概念股出现多日

连续放量上涨， 然后断崖式

下跌的异常走势。

交易所监控发现， 开立

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的

疑似关联账户选取流通市值

小，市场关注低，机构持股少

的多只股票， 短时间内采取

连续买入建仓、 迅速拉抬股

价， 随后反向卖出的手法频

繁大量买卖，涉嫌操纵市场。

市场也将这一类使用江浙闽

一带股票席位共同炒作的游

资喻为“游资收割机” 。

证监会参与了此次调

查行动的稽查人员表示：“总

体来看是一种高效组织化、

流水工业化、 影响力大的作

业， 所以基本不会出现亏损

情况。 ”

据了解， 马永威团伙系

有组织的操纵市场团伙，层

级、分工明确，借助投资管理

公司和私募机构的招牌，通

过中介， 以打入保证金或盈

利分成的方式租借江浙闽地

区的个人账户， 控制私募产

品和个人账户操纵股票。 该

团队的总人数在七八人，以

马、曹两人为主来操纵市场，

下面有 3 个交易员， 余下还

有 2-3个人负责寻找中介。

证监会稽查人员表示，

“此次市场操纵案可以说是

坐庄模式的死灰复燃。不像以

往长线坐庄需要几百亿资金，

这次的案件中因为该团伙没

有这么多资金，因此就选择了

盘子比较小的股票。 ”

稽查人员称，马永威等人

采用“底部吸筹，边建仓边拉

升” 的手法。 引诱不明真相的

投资者参与交易。3-5个涨停

之后，“一字断魂刀” 式大规

模出货，在跌停板上“绞杀”

投资者，造成个股暴涨暴跌。

具体手法是，选择总股本

较小，流通市值在 30 亿以下

的冷门股票， 低成本吸筹、控

盘，不动声色地建仓。

随后在拉抬阶段，在控制

的账户之间对倒，伪造交易活

跃假象， 引导其他投资者跟

进。 盘中连续高价申买，拉抬

股价；分时走势直接、生硬，波

动幅度较大，断层频繁明显。

在股价封至涨停的情况

下， 继续以涨停价大量申买，

强化尾盘涨停趋势，继续诱导

其他投资者跟风。出货阶段通

过虚假报单撬动跌停板完成

出货， 诱骗其他投资者充当

“接盘侠” ， 大量不明真相的

投资者因高位接盘被套牢。

更加需要警惕的是，马永

威等人创新的操纵手法具有

很强的复制性。“手法是以他

们为主创造出来的，但是复制

性很强，所以很快传播了。 其

实，这个手法是从存在已久的

操纵行为衍生出来的。我们正

是想通过查处这一系列的案

件来打击这种行为。 ” 稽查人

员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另

一个特点是短线交易型，而非

信息型操纵案件。此次马永威

等人借用集中在某一地区的

不同账户汇集后的大量资金

实现了对股票的操纵，最终造

成了较大的市场波动。

这一次案件中涉及了 38

个账户的原因就是利用资金

掮客人头交易介绍的方式，这

样的方式尽管效率低，但很难

查得到、查得全。

与此同时，马永威等人操

纵市场获取高额利益也影响

到很多企业家经营的心态。

稽查人员称：“我们发

现，有些操纵的资金是来自企

业的资金。 ”

“流水工业化”作案

投入 2.9亿元，获利超 2289万元

新型市场操纵术现形

投资者惨遭“一字断魂刀”绞杀

2016 年开始， 次新股成为了 A

股二级市场里一个凶猛的概念板块，

无数中小投资者跟风买入，但部分所

谓“牛股”的背后却隐藏着庄家精心

制造的陷阱。

近日，证监会查获一起团伙作案

的恶性操纵市场案件，“游资收割

机” 马永威、曹勇等人在 2016 年 7

月的数个交易日内， 通过虚假申报、

自买自卖、盘中连续拉抬、尾市封涨

停等多种手法操纵“福达股份” 股票

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吸引游资以及中

小投资者参与交易，构成恶性操纵市

场。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

“马永威、曹勇的行为违反了《证券

法》第 77 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

203 条规定，决定没收马永威、曹勇

违法所得约 2288 万元，并对马永威

处以约 4577 万元罚款，对曹勇处以

约 2288万元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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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16 年 7 月 5 日至

7月 12日拉抬建仓期。7月 5日，账

户组开始买入“福达股份” ，当日

持仓 55.78 万股， 股价较为平稳；7

月 6 日，账户组继续交易“福达股

份” ， 并伴随对倒行为， 当日持仓

43.85 万股， 股价开始上涨；7 月 7

日， 账户组大幅拉抬股价封至涨

停， 当日持仓 724.49 万股；7 月 8

日，账户组持续买入，并伴随大量

对倒，当日股价涨幅 1.24%，当日持

仓增至 900.59 万股；7 月 11 日，账

户组继续拉升建仓，拉抬股价封至

涨停，当日持仓达到 1235.01 万股；

7 月 12 日，账户组拉抬过程中开始

出货，拉抬股价封至涨停，当日持

仓 1043.85 万股。 上述 6 个交易日

合计买委托 497 笔共 6119.66 万

股，合计买委托金额 14.01 亿元，累

计买入 2365.34 万股， 平均每日的

买入数量占全市场买入数量的比

值为 21.32%。

第二阶段：7月 15日至 7 月 18

日出货期。 7 月 15 日，涉案账户组

集中出货，股价跌停，当日卖出所

持有“福达股份” 的 94.73%，持仓

减至 48.69万股；7月 18日，涉案账

户组全部出清，股价跌幅 6.48%。 两

个交易日账户组累计委托卖出 342

笔共 2869.31 万股， 累计卖委托金

额 6.92亿元， 卖出成交 1074.35 万

股。

操纵“福达股份”详细过程

跟风投资者损失惨重

利用“心理学”诱骗

▲福达股份日 K 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