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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日前公布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显示，廖英强利用其
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
力，在其微博、博客上公开评
价、推荐股票，在推荐前使用其
控制的账户组买入相关股票，
并在荐股后的下午或次日集中
卖出。

证监会认为，廖英强的上
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以其他
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
依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决
定对廖英强没收违法所得 4300
余万元，并处近8621万元罚款。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没必
要辩解。”“不缺少缴纳罚款的
财产。”“相当于打了一点多亿
的广告，廖英强的名字算是家
喻户晓。”面对逾 1.29亿元的巨
额罚单，曾在申辩意见中表示

“无力承担罚款、请求从轻处
罚”的廖英强，一面表示认罚，
一面却扬言“不差钱”，甚至将

行政处罚视为“打广告”。
廖英强的嚣张态度，引起

各方高度关注。证监会发言人
表示，已注意到社会舆论对廖
英强的回应反应激烈，“敬畏法
律、恪守法律、依法合规是各类
市场主体参与证券市场的基本
底线。任何侵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破坏市场运行秩序、肆意挑
战法律尊严的行为，最终都必
将得到应有惩罚，付出沉重代
价。”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继月初接入两只新货基之
后，余额宝下调了提现快速到账
每日限额。昨天，余额宝在用户
端发出公告，从 6 月 6 日 0 点开
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
速到账额度有所调整，从每日限
额5万元调整到1万元，转出到银
行卡普通到账服务（下一个交易
日）及消费支付等均不受影响。

余额宝方面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述调整是余额宝
与平台上的三家基金公司协商后
作出的决定，调整“体现了余额宝
小额、分散的现金管理的本质”，
并“将一如既往主动进行风险管
理，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服
务”。

据了解，余额宝转出到银行
卡当日快速到账是余额宝推出一

项增值服务，也是货币基金行业
里比较常见的一项服务，用户通
过快速到账服务将货币基金份额
赎回到银行卡，能够在当天、快的
话在2小时内到账。

余额宝方面人士表示，这次
额度调整只涉及转出到银行卡的
快速到账服务。用户如果使用普
通到账，也就是转出资金在一个
交易日后到账的服务，不存在额
度限制，其他服务也均不受任何
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从公开数据
看，余额宝户均金额仅为 3000多
元，所以这次调整对绝大部分用
户没有影响，而对余额宝来说，则
是持续进行主动风险管理的深化
动作。

中国证券网

余额宝提现每日限额下调至1万元
将从6月6日0点开始

富士康昨日发布招股书。
公司本次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
网上和网下申购日为 5月 24日，
初步询价时间为5月17日和5月
18日，其中战略投资者缴款截止
日为 5 月 18 日。招股说明书显
示，富士康拟发行约 19.70亿股，
股票简称“工业富联”。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 5.9 亿股，约占发行总数量
的 3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

“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9.65亿股，约占扣除初始
战 略 配 售 数 量 后 发 行 数 量 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14
亿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
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充分考

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和发行人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具有良好市场声
誉和市场影响力，代表广泛公众
利益的投资者；大型国有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大型保险公司或其
下属企业、国家级投资基金等具
有较强资金实力的投资者；与发
行人具备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且有意愿长期持股的
投资者。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战略投
资者获配的股票中，50%的股份
锁定期为 12个月，50%的股份锁
定期为18个月。其中，为体现与
公司的战略合作意向，部分投资
者可自愿延长其全部股份锁定
期至不低于36个月。

此次网下发行中的70%将锁
定1年。 中国证券网

富士康将于24日发行
引入战略投资者配售

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
温和反弹，创业板指数则维持弱
势，逆势小幅收跌。由于大盘股
表现好于中小盘股，沪深两市同
步出现跌多涨少格局。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67.04 点
小幅高开，全天都在红盘区域运
行。早盘沪指上摸 3183.82点后
缓步下行，午后探至 3163.48 点
的全天低点。此后，沪指再度回
升，收报 3174.03点，较前一交易
日涨10.77点，涨幅为0.34%。

深证成指收报 10671.46 点，
涨37.16点，涨幅为0.35%。

中小板指数表现较强，涨
1.05%以 7364.55 点报收。创业
板指数延续弱势，收盘报1830.98
点，逆势录得0.21%的跌幅。

尽管沪深股指双双收红，大
盘股表现相对较好仍令两市同
步出现跌多涨少格局，仅千余只

品种收涨。不计算 ST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21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收跌，航天
国防、酒店餐饮、互联网、公共交
通等板块跌幅领先。航空公司
板块出现在涨幅榜首位，白酒、
元器件、电信服务、保险等板块
涨幅超过1%。

沪深B指涨跌互现。上证B
指跌0.13%至321点，深证B指涨
0.11%至1104.16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724 亿
元和 2347 亿元，总量接近 4100
亿元，总量较前一交易日略有萎
缩。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
（MSCI）将于北京时间15日凌晨
公布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A股

“入围”名单揭晓在即，市场热点
开始向大盘蓝筹股转移。

据新华社

沪深股市温和反弹
创业板维持弱势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嚣张的股市“黑嘴”该如何杜绝？

证监会日前公布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曾
长期在上海某电视台知
名财经栏目担任嘉宾主
持人的“股评专家”廖英
强，因违反证券法相关规
定 ，被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4300 余万元，并处近
8621万元罚款。

面对亿元罚单，廖英
强竟称“相当于打广告”，
引起市场各方强烈谴责，
证监会表示，此举挑战法
律底线。

股市缘何“黑嘴”出
没？如何才能杜绝此类
违法行为对市场秩序的
破坏？

在资本市场虚假信息内容
繁多、传播迅速、影响恶劣的背
景下，如何防范更多“廖英强
式”的“黑嘴”出现？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任远律师看来，对于
通过散布所谓内幕消息甚至虚
假信息达到操纵市场目的的违
法者，应在行政处罚的基础上
强化刑事惩戒，对更多试图以
身试法的股市“黑嘴”起到有效
的震慑作用。

在 此 之 前 ，汪 建 中 已 于
2011年被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
处有期徒刑7年。

不过专家也坦言，对于股
市“黑嘴”操纵市场案件，民事
追责有较大难度。任远分析
认为，与以上市公司等为主体
的欺诈发行或虚假陈述案件
不同，“黑嘴”操纵市场行为主
体多为个人，且其提供的资讯
与投资者损害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很难论证，投资者很

难就此进行索赔。
业内人士认为，打击股市

“黑嘴”应继续保持高压，尽快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面对形形
色色的所谓牛股推荐，投资者
应保持警惕、冷静分析，坚守基
于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价值投资
理念，纠正“听消息”“炒内幕”
的不良投资习惯，摒弃“一夜暴
富”的盲目投机心态。

据新华社

完善相关举措严防“黑嘴”作恶

廖英强并不是第一个被盯
上的股市“黑嘴”。2008 年，北
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汪建中就因借推荐股票之
机操纵市场，遭证监会罚没 2.5
亿元。

巨额罚单为何难挡“黑嘴”
出没？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伴
随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不断
普及，打着“专家”“老师”“牛
散”等旗号的微博、公众号、股
吧、微信群、手机软件层出不
穷，以发布短视频、帖子、群消
息等方式，吸引专业能力有限
但又渴望抓住投资机会的中小
散户。

“隐藏在背后的，极有可能
是怂恿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

价从中渔利。”武汉科技大学金
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上交所方面表示，与以往
相比，当下的“黑嘴”荐股手段
更加隐蔽，规避监管意图明
显。针对监管形势变化，上交
所已从舆情预警、盘中跟踪、盘
后大数据分析三方面着手，建
立了完整的监控分析和线索上
报体系。

多项高科技的介入，极大
提高了曝光股市“黑嘴”的效率
和准确性：大数据筛查强化舆
情监测力度，爬虫、文本挖掘等
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网络媒体信
息语义解析难题，文本智能处
理、交易行情分析、账户识别评
价等模块集成对百万级深度数

据进行快速分析。
在此基础上，针对股市

“黑嘴”的监管保持高压态
势。近日证监会稽查部门集
中部署了 2018 年专项执法行
动第一批案件，集中打击通
过互联网、自媒体肆意发表
证券期货虚假信息、充当股
市“黑嘴”并从中牟利等严
重扰乱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
序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表示，将持续加强
证券期货信息传播和异常交易
监控力度，进一步密切加强与
广电、工信、网信部门以及公
安机关的执法协作，坚决打击
严重扰乱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
序的各类违法行为。

防“黑嘴”出没，监管手段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