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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新特征传递型内幕交易蔓延

肖飒 马金伟

今年

9

月， 证监会在其官网的工

作动态中发布了 “证监会严厉打击各

种形式的内幕交易”为题的公告。

公告陈述了内幕交易行为对证券

投资的侵害， 即严重侵蚀资本市场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重侵害广大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指出了以泄

露、 打探内幕信息为主要特征的传递

型内幕交易的严重危害， 其进一步延

伸了内幕交易非法牟利链条， 掩饰了

靠内幕信息炒股的违法本质， 助长了

打探消息、投机炒作的不良风气，严重

影响市场秩序和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信

心，严重损害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发挥，

因此历来是各国证券市场监管执法的

打击重点。

内幕信息传递

多向化与多级化并存

之所以此次证监会发文特意强调

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是因为此类内

幕交易更为隐蔽， 信息扩散范围更

广、速度更快，因此影响更为严重。 对

于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本质的理解，

从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即可把握，我国

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

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

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

交易活动。

该法条规定了能够从事内幕交易

行为的两类主体，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

的知情人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所谓传递型内幕交易指的就是内幕信

息的非法获取人实施的内幕交易行

为， 内幕信息由最初的知情人传递到

其他主体， 接收主体以其得到的内幕

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活动。

证监会专门发文提及要严厉打击

传递型内幕交易， 原因就在于信息的

传递存在多向化与多级化的可能性，

这就使得传递型的内幕交易行为的危

害范围可能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所谓

多向化指的是内幕交易信息的知情人

所掌握的内幕信息通过各类途径传递

给不同的主体， 而这些主体之间可能

并不存在必然性的联系， 各信息接受

主体与知情人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多

极化指的是内幕信息由知情人首次传

递后， 信息的一级接受者将其再次传

递， 因而形成了多层次的内幕信息传递

模式。除此之外，多向化与多极化还可能

相互混合， 在内幕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穿

插交替发生， 因而会对实践认定造成巨

大的困难， 同时也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损

害后果。

三大特征变化值得关注

根据证监会的发文可以得知， 在实

践中， 传递型的内幕交易确实存在着令

人担忧的特征变化。首先，传递对象的变

化。 我国证券法第七十四条对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范围有着明确的规定， 证券交

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

（一） 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二）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四） 由于所任公司职务

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

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 交易进行管

理的其他人员；（六）保荐人、承销的证券

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七） 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

但是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的

范围却并未在法条中有所提及， 这是因

为信息的传递本身就具有不特定的特

征， 通过任何途径接受到内幕信息的任

何人都可以成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

人。 传统的内幕信息传递存在着“亲属

化”的特征，即接受内幕信息的主体一

般均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直系血

亲，如子女、父母等。 现今的内幕信息接

受主体已经由原有的近亲属扩展到了

朋友、同事等群体，甚至还存在知情人

向商业合作对象、 地区干部等利益相关

方传递内幕信息的情况。

其次，内幕信息类型的变化。我国证

券法对于内幕交易行为中的内幕信息也

有着明确规定，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

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

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下列

信息皆属内幕信息

:

（一） 本法第六十七

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等。

该条中所提到的“重大事件”指证券

法第六十七条所列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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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分别

为：（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

重大变化；（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

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 公司订立

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

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 公司

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

的违约情况；（五）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

者重大损失；（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

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

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

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 公司减

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 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十

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

他事项。

也就是说，内幕交易中所涉及的内

幕信息应当属于以上范围。 但是相对于

之前的内幕交易所涉及信息集中于上

市并购重组领域，现今的内幕信息类型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从单一的上市

并购重组领域扩展到“重大投资决策”、

“重要合同签订” 等不同的环节与领域，

因而也产生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最后，传递范围的扩展。证监会此次

发文重点在于强调应对传递型内幕交易

行为着重打击， 其原因就在于此类型的

违法犯罪行为已经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等

各类信息传播渠道的普及而日益增多，

多层、多级、多向型信息传递的成本越来

越低，内幕信息“爆发性”传递的情况也

屡见不鲜。 其直接后果就是涉案金额和

涉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 因此而遭受损

失的社会群体自然也不断扩大， 对金融

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对传递型内幕交易行为发展的

新趋势的分析来看， 证监会此次发文充

分考虑到内幕交易行为发展的时代新特

征， 从而根据社会实践具体情况而做出

一份及时、有效的工作指向。 证监会提出

将进一步加大内幕交易查处力度， 尤其

针对传递型内幕交易隐蔽复杂的特点，

强化与刑事司法机关的有效衔接和紧密

配合，从源头上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从

而有效促进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

能发挥，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

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丈夫欠债失联 “夫债” 是否“妻偿” ？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父债子偿，夫

债妻偿”。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这

似乎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并不需

要质疑。 但是如果是儿子或丈夫因为

参与“地下黑彩”欠下债务，而当事人

已经失联， 那么这笔债务也需要父母

或是妻子代为偿还吗？

最近， 家住东北某省会城市的于

丽（化名）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今

天， 我们就请证券时报维权律师团的

专业律师答疑解惑。

丈夫参与“地下黑彩”

欠下巨额债务

于丽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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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是东北某省会

城市一家私营企业的普通员工。 于丽

的丈夫赵兵（化名）在当地一家国有汽

车制造企业工作， 于丽和赵兵育有一

子，如今已经到了考大学的年龄。

2014

年之前，于丽和赵兵的日常

生活像东北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

“我和赵兵结婚将近

20

年， 两个人还

是比较恩爱，在工作闲暇之余，赵兵偶

尔会和同事、朋友打麻将。 ”于丽告诉

记者，同身边的人相比，我们也算是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所有的一切都

因为赵兵在

2014

年接触了 “地下黑

彩”而改变了。

2014

年，赵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地下黑彩”。开始时，赵兵的确

赢过一些钱。在尝到甜头之后，赵兵自

认为找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因此将

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 “地下黑

彩”。 于丽知道之后，多次对赵兵进行

劝说，但是赵兵都置若罔闻。

好运并没有一直伴随赵兵， 他很

快就因为参与 “地下黑彩” 输了很多

钱。 在将自己能够动用的全部钱财输

掉之后，赵兵开始在外借钱参与“地下

黑彩”。

2015

年上半年，赵兵因为参与

“地下黑彩” 欠下了数十万元的债务，

眼见赵兵每日被人追债， 工作都已经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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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父亲无奈出售了

一套自有房产帮助赵兵还债。

“我公公卖了房子帮助赵兵还债，

赵兵也发誓不再参与 ‘地下黑彩’，一

定会好好上班好好过日子。 ” 于丽回

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赵兵开始了单

位与家的“两点一段式”生活。

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没有多长

时间，赵兵又偷偷地在外借钱参与“地

下黑彩”。“赵兵很不甘心，说从哪跌倒

就要从哪爬起来。”于丽说，“为此我们

每天都会吵架，甚至谈到离婚。 ”

2016

年，赵兵再度因为参与“地

下黑彩”而欠下了数十万元的债务。因

为自己无力偿还债务， 而债主又逼得

紧，赵兵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跑

到了国外。

赵兵因为躲债跑到国外， 债主自

然也就联系不到赵兵。为此，债主找到

于丽要求她代为还债。 “债主说‘夫债

妻偿’天经地义，既然赵兵失联了，那

么这笔钱就得由我来偿。 我如果还不

起，等到孩子工作了就由孩子偿还。 ”

于丽说，“这些债主明知赵兵借钱是去

参与‘地下黑彩’，却还借钱给他，这不

是纵容赵兵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吗？

对于这样的债务，我拒绝代为偿还。债

主说如果我拒绝债还， 就要将我告上

法庭。 ”

律师：

妻子无需承担债务

现在的问题是， 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 于丽是否有义务要代为偿还赵兵

所欠下的数十万元债务？ 如果债主将

于丽告上法庭， 于丽胜诉的机率会有

多大？对此，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广东

奔犇律师事务所的刘国华律师。

刘国华说，文中的于丽提到了“这

些债主”，证明存在着多笔债务。 于丽

是否需要代赵兵偿还其所欠下的数十

万元债务，如被起诉，胜诉机率几许，

很难一概而论，需视具体情形而定，而

关键则在于该笔债务是否 “为夫妻共

同生活所负”。

据了解，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四

十一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

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 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则进一步明确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

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

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的规定则为

:

夫妻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

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

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

的财产清偿。 所以，虽然不是所有“夫

债”必须“妻偿”，但在很多情形下，妻

子还是有偿还义务的。

在实务中， 也出现了由高利贷、赌

博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的“债务”，被以

夫妻共同债务名义，判由不知情配偶承

担的情形。 对此，自

2017

年

3

月

1

日

开始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

基础上增加了两款， 分别作为该条第

二款和第三款：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

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

知》法〔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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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明确指出：区分合

法债务和非法债务， 对非法债务不予

保护。在案件审理中，对夫妻一方在从

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

的债务，不予法律保护；对债权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

不予法律保护； 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 举债人

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

不予支持。 如果债主明知赵兵借钱是去

参与“地下黑彩”，却还借钱给他，那于丽

是不需承担债务的。当然，于丽需要对此

举证或提供线索。

刘国华表示， 于丽可以从当事人之

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

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

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

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 对该笔债务是

否真实存在以及债务的合法性等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证据。如果不能提供证据，于

丽可以提供线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于线索，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

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未经审判程序，人

民法院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

民事责任。 于丽还可以要求法院传唤夫

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

或者证人出庭作证， 以保障自身的诉讼

权利，也利于查明事实真相。

刘国华认为， 于丽可以从债务是否

真实存在、是否存在除外的情形、债务的

性质是否合法等多个角度入手， 尽量查

明事实真相，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

于赵兵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如买米买油交煤气费等的借款， 于丽是

需要承担的；对于赵兵用于“地下黑彩”

所举的债务，于丽无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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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暂新增9家上市公司被罚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7

年以来， 两市共有

96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其中，

10

月暂新增

9

家上市公司，

4

家为深市

公司，

5

家沪市公司。

截至目前，沪市新增

38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10

月暂新增

5

家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罚；深市新增

58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10

月暂

新增

4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今年以来新增

46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到两大交易所公

开谴责，分别是皇台酒业及相关当事人、

兰州黄河相关当事人、深华发

A

及相关

当事人、

*ST

昌九相关当事人、冠豪高新

相关当事人、中毅达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莫高股份相关当事人、 联创电子及相关

当事人、登云股份相关当事人、步森股份

相关当事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 因存在信息披露违

规行为，

*ST

大控及相关负责人同时获通

报批评、公开谴责、公开认定三大处罚。

这是继

ST

慧球、

*ST

柳化之后， 今年以

来，第

3

家公司同时遭遇以上三大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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