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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光电气内幕交易案起底：校友饭局成泄密地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打击防控“靠内幕消息炒股”是

近一段时期以来证监会稽查执法的

重点，从以往的案例情况来看，内幕

消息的传递多为朋友、亲属、校友之

间，“智光电气” 的内幕交易案就是

上市公司知情人向大学同学郭亚峰

透露的内幕信息， 最终郭亚峰不但

被没收了违法所得， 还被处以等额

罚款，得不偿失。

接受记者采访的证监会调查人

员表示， 证监会对内幕交易始终保

持高压打击态势， 违法惩戒从来不

会因为涉案人身居高位或身处海外

而缺席，广大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与

上市公司董监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员需遵纪守法，

提高抵制内幕交易的自觉性。

晚宴透出内幕信息

案件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5

年

3

月

2

日， 智光电气公告筹划重

大事项停牌。

4

月，深交所市场监察

部在监控中发现，“智光电气” 停牌

前，“郭亚峰”等账户大量买入该股，

存在内幕交易嫌疑，建议进行调查。

7

月

13

日，证监会决定对“智光电

气”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初步调查。经

初查，发现郭亚峰存在内幕交易“智

光电气”的重大嫌疑。

12

月

16

日，

证监会决定对郭亚峰涉嫌内幕交易

“智光电气”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证监会调查人员发现， 在内幕

交易敏感期内， 即

2015

年

2

月

16

日至

5

月

12

日期间，郭亚峰决策并

操作其名下账户购买了“智光电气”

股票

14.25

万股， 成交金额

189.57

万元，

6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卖出上

述股票，盈利

206.51

万元。

顺藤摸瓜，为了搞清楚郭亚峰

的内幕消息来源，证监会调查人员

多次联系郭亚峰本人，但其以居住

在加拿大，生病不适宜乘坐飞机为

理由表示暂时不能回国配合调查，

并采取手机关机等手段消极对抗

调查。

在此情况下，证监会调查人员通

过外围走访，了解到郭亚峰系上市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李某喜的大学同

班同学，两人关系密切，曾经共同创

办企业， 生活和工作圈子重合度较

高。 郭亚峰定居加拿大后，在回国期

间时常会找李某喜一起打高尔夫球，

并偶尔组织家庭聚餐。李某喜系智光

电气和岭南电缆实际控制人，主导了

智光电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内幕

信息敏感期内，郭亚峰与李某喜存在

会面、通话等联络接触情况。

2015

年

2

月

13

日， 郭亚峰夫

妇、李某喜夫妇等三家人在广州市花

都某高尔夫球场共用晚宴，晚宴后三

家还在高尔夫球场住了一晚。

2

月

14

日，三家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2

月

16

日 “郭亚峰”证券账户就买入了

4

万

股“智光电气”。

2

月

27

日下午，李某

喜与郭亚峰电话交谈约

1

分钟，

3

月

2

日“智光电气”停牌前数小时，“郭亚

峰” 证券账户突然转入

120

万元，随

即全部买入

10.25

万股“智光电气”，

成交金额

138.65

万元。 证监会调查

人员表示，上述交易存在资金变化和

买入“智光电气”股票时间与内幕信

息形成变化时间基本一致、买入时点

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时点先

后连接紧密等异常特征。

证据确凿终受罚

面对郭亚峰的软对抗，证监会调

查组采取应对措施，一是做好启动涉

外协查机制的准备工作。二是通过李

某喜等人向郭亚峰传递信号，劝说郭

亚峰。 三是主动联系郭亚峰，详细阐

明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让郭亚

峰明白主动配合是其唯一出路。多重

路径下， 郭亚峰终于同意配合调查，

书面委托其在国内的朋友梁某代办

配合调查相关事宜。

鉴于目前委托代理制度在行政

调查、 行政处罚各环节程序的适用

条件、 法律依据及执行细则还不完

善，为保证委托关系的真实性、有效

性和合法性，在调查组的要求下，郭

亚峰前往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对

委托书进行了公证。委托书公证后，

梁某根据委托事项，代为签收了《调

查通知书》，并向调查组提交郭亚峰

的境外医疗证明及关于案件的情况

说明，同时，为保证相关情况说明的

真实性， 调查组特别要求郭亚峰对

其出具情况说明的过程录音录像，

确保证据万无一失。

最终，

2016

年

5

月

26

日，广东

证监局认定郭亚峰存在内幕交易

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没收郭亚

峰违法所得

206.51

万元， 并处以

等额罚款。 截至目前，行政处罚已执

行完毕。

证监会调查人士表示，郭亚峰利用

接近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便利，

能够轻松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相对普通

投资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上市公司

设立了内幕信息管理相关制度，通过培

训学习，多数上市公司董监高等内幕信

息知情人了解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内

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开场合泄露内幕信

息的情形已不多见。 但是在

8

小时外，

在私人场合，尤其是面对交往甚密的亲

友，保密这根弦可能出现松懈，有意无

意间，就可能泄露内幕信息。

“郭亚峰自认为身居国外就可规避

调查从而躲避处罚，但违法惩戒不会缺

席， 证监会最终完成了郭亚峰案的调

查， 对其内幕交易行为作出了行政处

罚，凸显证监会打击内幕交易的努力和

决心。 ”该人士表示，目前，内幕交易仍

呈易发多发态势，利用与上市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关系密切的便利，非法获取

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案例屡见不

鲜。证监会将继续坚持依法、从严、全面

的监管理念，继续加大对内幕交易行为

的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资本市场“三公”

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不一样的金九银十：新一轮楼市调控组合拳密集出击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传统的“金九银十”是房地产销

售的最旺时期，但最近一两年的“金

九银十” 却成为了调控措施密集出

台的时期。 与去年“十一”假期前后

全国多座城市接连限购或升级限购

政策类似， 全国多座城市近日接连

升级楼市调控，“最严限售加上房贷

利率上浮” 似乎成为新一轮的楼市

调控组合拳。

多城“限售” 继续发力

自上周五以来，西安、重庆、南

昌、南宁、长沙、贵阳和石家庄等城

市先后出台楼市调控新政，重点都

放在“限售”之上，其中重庆和南昌

要求新购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满

两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南宁要求在

市区（不含武鸣区）购买第二套及

以上住房，须证过两年（即取得不

动产权属证书两年） 方可转让；长

沙要求购房满

3

年方可交易，贵阳

也要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3

年内

限制转让；石家庄要求新购住房及

二手房

5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此

外，西安还发布了商品房价格调控

通知。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 本轮政

策特点整体体现为此前没有出台限

购限贷限售政策的城市， 或政策力

度未及其他城市的城市进行了相应

的加码。 如石家庄、长沙限购升级。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数城市均将限

售作为本次政策的核心聚焦点，政

策的核心诉求就是抑投机、稳预期、

促理性。多城限售继续发力，将使调

控力度达到较高的程度， 将进一步

稳定市场预期， 引导市场更快地向

理性方向发展。

深职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邓志

旺表示， 限售是对此前调控政策延

续，此前有限购政策，应对目前房地

产新形势，加上国庆假期即将到来，

提前出台政策调控， 是避免出现房

价过快上涨局面，巩固调控效果。

违规资金加杠杆

助长不合理需求

除了限售，银行收紧房贷额度

与提高房贷利率，进一步加速全国

多地楼市“降温”。 以深圳为例，根

据美联物业提供的深圳商业银行

贷款利率数据，深圳建行、工行和

中行自

9

月

22

日起将首套房贷利

率上浮

10%

； 农行则自

9

月

23

日

起，将首套房贷利率上浮

10%

。 记

者在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片区实

地走访，多位地产中介向记者表示

从今年年初的九折，到

5

月初的九

五折、

8

月中旬的基准利率，再到目

前的最少上浮

5%

甚至

10%

， 深圳

的首套房贷利率经历了

4

轮波动，

审批也比以前严格，许多准备出手

买房的购房者也因为银行贷款问

题暂时放弃了买房。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认为，

深圳并非国内首个将首套房房利率

上调至

1.1

倍的城市， 相信其他城

市将陆续跟进， 再加上银行目前在

控制消费贷的贷款金额及年限，在

9

月份稍微回暖的市场交易气氛或

将受到打击。

根据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统计，

2017

年

3

月以来，全国短期消费贷

款同比走势大幅攀升， 新增异常短

期消费贷款金额约

3700

亿元，估计

其中至少有

3000

亿流向楼市。 目

前，控制过度“加杠杆”，对消费贷款

迅速踩刹车已经是大势所趋。最近，

深圳等多座城市对消费贷进行严

控，除缩短消费贷年限外，还要求金

融机构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消费贷

款， 不得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受托

支付和用途管控， 严禁消费贷流入

楼市。

不过， 记者以准备购房但首付款

不够为由向一些房产中介咨询时，有

房产中介向记者介绍了一种 “曲线借

钱”的方式：可以先通过熟人借钱垫付

首付款，再以装修的名义办理消费贷，

以此补回首付款的“缺口”。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

王梦雯表示，这些违规资金帮助购房

者加杠杆， 助长了不合理的需求，一

旦出现购房者无力还贷的情况，会导

致银行金融系统出现危机。 另一方

面，资金脱实向虚也会放大经济的系

统性风险。

其实，近几个月来全国各地似乎

将更多精力放在租赁政策带来的影

响之上。 相比调控，住房租赁发展的

影响相对缓慢，但持久，也有可能带

来住房体系的质的改变。 深圳房地产

中介协会研究总监徐枫认为，租赁市

场是一个初始化的阶段，应该说在未

来的

2

到

3

年之内应该会有翻天覆

地的变化。

雄安新区雄县塑博会上档升级 当地企业正平稳过渡

见习记者 王君晖

雄县，如今是作为雄安新区规划

中的三县之一已尽为人知。 实际上，

这里在新区成立前已是中国有名的

“中国塑料包装产业基地”和“中国

软包装产业基地”， 聚集了

12

余万

名从业者和

3000

多家企业，

2016

年

该县塑料包装产业营收达

145

亿元，

位列当地四大支柱产业之首。

中国·雄县包装印刷博览会则是

雄县的另一张名片。该博览会从

2002

年开始举办，今年已是第

15

届。

技术升级趋势显露

今年展会于

9

月

20

日开幕，为

期三天， 主题是 “对接雄安新区定

位， 推进雄县原有包装印刷行业转

型升级，助力雄安，绿色发展”。展区

面积近

7000

平米，有

500

个标准展

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厂商近

200

家，展出的包括各种中、高端包

装印刷设备、配套设备，包装印刷用

的原、辅材料及各种包装印刷产品。

一位来自江苏的设备展商对记

者表示，“今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参

观人数少了，但技术方面提高了，来

自欧美的产品多了， 环保方面也有

改善”。 以缓冲气柱袋为例，这种包

装袋可以代替原来生产中“高危、高

能耗”的缓冲泡沫，并能降低生产和

运输成本。 去年参展的相关设备厂

商只有一家，今年则有四家，其主要

构成材料共挤膜的展商也比去年来

的多。

雄县塑纸包装印刷协会秘书长

邵岩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今年展会的

一个亮点是引入了西安航天华阳机

电装备有限公司，他们的柔印技术在

欧美应用比较广泛，而且可以达到挥

发性有机物（

VOCs

）直排标准。 但中

国目前还是凹版印刷多一点，

VOCs

排放需要接入另外的设备。

提及企业的转型升级， 邵岩表

示，按目前的情况，升级和转型需要

分开看待。目前升级正在进行当中，

新区给当地企业带来了上档升级的

要求，企业家们很清楚，即使新区保

留园区或者工业小镇， 也会制定门

槛，他们正在积极引进新技术。转型

则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 涉及到企

业家们的个人决策， 目前没有统一

规划。

从何去何从

到安心过渡

在今年

5

月

1

日，雄安新区成立

满月时，邵岩曾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当

地企业家在面临“何去何从”问题时

充满迷茫。 四个月后的此番言谈中，

则少了几分焦虑，多了一些从容。

“这几个月对我们来说是过渡

时期，新区刚成立时，大家都不知道

何去何从， 但是现在企业家的心比

较定一点了， 正规的企业都保持着

正常生产，等待最终规划的落地。 ”

在记者问起这几个月的变化时，邵

岩这样回答。

雄安新区的定位之一是创新发

展引领区，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是

其要突出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给当地

企业家带来很大压力，担心自己所从

事的传统产业因不符合新区定位而

被关停。 在此次采访中，邵岩告诉记

者，当地塑料包装产业已经形成了很

大的产业集群，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

会，协会和政府正在积极争取看能否

在新区或者附近设立一个工业园区

或工业小镇，目前已经跟很多专家沟

通交流过，上面的调研组和规划组也

已来调研过多次。

记者在博览会上了解到， 当地

有很多小型加工厂已经关门。对此，

邵岩表示， 目前关门的工厂主要是

因为全国性的环保督察压力， 他们

被关停并不是因为经济实力不足，

而是因为意识不足。“这对于我们老

百姓来说是好事， 对本地长远发展

有好处。 ”邵岩说。

展会上除了塑料包装相关产

业， 记者还发现来自辽宁省喀左县

招商局的展位，其宣传材料显示，该

县设立了京津冀产业承接孵化园，

一期规划占地

770

亩， 总建筑面积

30

万㎡，着重引进京津冀地区特别

是雄安新区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

的转移企业， 重点发展纸塑包装印

刷产业。

记者提及这一情况时， 邵岩表

示，新区设立后，前来对接的外地招

商单位已经有

70

多家了，企业家在

考虑外迁地的时候，既要看价格，也

要看政府政策、配套设施等软环境，

目前有部分企业已经转移到了河北

固城。 协会和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不

鼓励不阻拦。

“现在正规企业都在正常生产，

他们的心定下来了，静等政策，政策

落地后，需要外迁我们配合。一些有能

力并准备外迁的企业已经进行了招商

对接，有些小企业已经走了，而且多是

搭伙走的， 还有一些小企业没有经济

实力外迁只能等。 ”邵岩说。

瑞士央行成热门股票

两个月上涨超130%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央行还能上市，股价还一路狂涨，这件事就

发生在瑞士央行的身上。

据海外媒体报道， 瑞士央行的在股价在上

周持续上涨，一度触及

4450

瑞郎。自

7

月

19

日

以来，瑞士央行股价飙涨了近

133%

。 市场数据

显示，瑞士央行从

7

月中旬开始直线攀升，到

8

月底累计涨幅已经超过

50%

。 如果从去年

4

月

开始算，这只股票已经狂涨超过

320%

。

据悉， 瑞士国家银行是一家于

1907

年成

立的股份制公司，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瑞

士央行的股东中除了私人或公司持股，其余的

股东主要是瑞士州政府、州级银行以及其他公

共部门。 其中，瑞士央行

55.9%

的股份由瑞士

各州政府持有，

18.4%

的股份则归瑞士各州地

方银行。

那么，瑞士央行的股价为什么持续上涨？有

分析人士表示， 瑞士央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央行， 已经成为资产管理界的一颗新星， 也是

“炒股”高手。 瑞士央行大量购买以美元和欧元

计价的债券和股票， 这也是瑞士央行对瑞郎贬

值的必要手段。此外，截至今年二季度瑞士央行

拥有

7143

亿瑞郎的外汇储备， 其中包括价值

843

亿美元的美国股票。 瑞士央行购买的大多

是流动性非常好的公司的股票，其中包括

Face－

book

、苹果、亚马逊等科技股。

还有投资者认为， 瑞士央行股票的安全性

使部分投资者将其作为避险资产。实际上，瑞士

央行的股票和黄金走势偶尔曾出现趋同。 奥地

利奥合国际银行经济学家认为， 瑞士央行股票

更像是超级安全的国债替代品， 因为央行不会

破产， 瑞士央行的股票类似于一种拥有固定息

票利率的永久债券。

目前， 瑞士央行是全球少有的几家向公众

发行股票的央行之一，类似的央行还有比利时、

南非和日本等国的央行。

苹果公司股价连续下跌

市值一周蒸发了一个eBay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苹果公司的新品发布会并没有给公司

股价带来提振。上周，苹果股价累计下跌近

5%

，

连续下跌令其市值蒸发超过

430

亿美元， 相当

于一个

eBay

的市值。

据海外媒体报道， 市场普遍将苹果公司股

价的表现归咎于新

iPhone

未能引发如此前的

抢购热潮。

Above Avalon

分析师

Neil Cybart

表

示，

iPhone 8

开售第一周销量可能是

2014

年

i－

Phone 6

发售以来最低的一次。

iPhone 8

需求下

降原因在于苹果另一款旗舰手机

iPhone X

尚

未开售， 一部分对苹果新机的购买需求尚未释

放。 据悉，不仅仅是在中国，

iPhone 8

在澳大利

亚悉尼、英国伦敦等地也遭到了“冷遇”。还有分

析认为，

iPhone 8

较高的售价以及手机运营商

相对不激进的促销手段也影响了销量。

此前，投资机构对苹果新产品的预期颇高。

野村证券的分析师指出， 苹果第三季度销售额

有望达到

490

亿到

520

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还

特别看好苹果十周年机在大中华区的销量。 市

场研究公司

IDC

的报告认为， 苹果公司的

i－

Phone 8

预计将在

2018

年引发一轮重大升级

周期，推动

iPhone

出货量增长

9.1%

。

也有投资者认为， 苹果股价出现下跌与当

前纳斯达克指数处于高位并开始出现下跌信号

有关，而不仅是因为新

iPhone

。在苹果

iPhone X

开售以后，股价或许会出现不小的反弹。

FactSet

研究系统公司的数据表明， 如果以此前苹果公

司创下的

164.94

美元的新高相比，苹果公司股

票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再上涨不到

18%

就可以创

造历史，市值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

巧合的是，在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

哈撒韦公

司买入苹果公司股票后， 苹果公司股价就开始

上涨。巴菲特此前向海外媒体强调，自己没有卖

出过苹果股票， 但也未提是否会继续买入。 此

外，巴菲特被问及旗下的伯克希尔

●

哈撒韦与苹

果，谁能先突破市值

1

万亿美元时，巴菲特毫不

犹豫地表示：当然是苹果！

巴菲特还表示， 苹果公司的未来比

IBM

更

有确定性。 截至

6

月

30

日，伯克希尔

●

哈撒韦持

有苹果公司价值

194

亿美元的股票。 苹果公司

董事会曾在

8

月

17

日支付现金股息，伯克希尔

●

哈撒韦持有

1.35

亿股的苹果公司股票，则能分

到

8505

万美元的股息。

风投公司

Loup Ventures

的投资人、前苹果

顶级分析师芒斯特预测，最新

iPhone

发布后苹

果股价或出现

5%

至

10%

的回调，在过去的一年

里，苹果股价已经上涨超过

50%

，新产品上市后

投资者将把注意力转移到明年的

3

月份和

6

月

份季度业绩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