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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4：
那些曾经的庄股

炒股年头较长的股民，一定还能记起
1994年至2004年那段人称“庄股时代”的
岁月：千股千庄，股价暴涨暴跌、成交忽大
忽小、业绩大起大落、交易诡异莫测……

一般认为，我国证券市场有案可稽的
“庄股”，发生在1994年的界龙实业：在大
户操纵下，界龙实业股票连涨32天，从12
元一直上涨至33元，同期上证指数却从年
初的800点下跌到7月末的333点。其后
中科创业、亿安科技、“德隆系”等操纵案，
无不遵循类似“操作规律”。

中科创业
“最豪华”的一次坐庄

中科创业的前身为康达尔公司，而康
达尔的前身为深圳宝安县养鸡公司，1994
年11月改制后在深交所上市，主营为饲料
生产和养殖。1997年，一场鸡瘟袭卷香港
地区，康达尔股票直线狂跌，套牢持有康达
尔流通股90％以上的深圳大户朱焕良。

1998年，朱焕良与K工作室吕梁共谋
操纵康达尔股票，他们着手对公司进行资
产重组，把这家养鸡企业包装成主营医疗
设备、电子商务、生物制药的“高科技加金
融”概念的投资控股公司。

在吕梁等人的操纵下，中科创业被许
多媒介评为风险最小的股票，并被选为大
牛股，甚至入选道琼斯中国样本指数。

与此同时，股价“突飞猛进”：从1998年
4月的10元起步，向上涨升，一年半后更名
中科创业之时，股价达42元多。但股价背
后并无业绩支撑：1999年中科创业每股收
益只有0.21元，市盈率高达200倍，到2000
年2月，股价涨到84元，市盈率达400倍。

这个惊天大骗局，最终在监管压力
下，因系内人马内讧而崩塌。

亿安科技
首只“百元股”背后的陷阱

“亿安科技”前身为深圳市锦兴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5月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从1999年10月到2000年2月，短短
70个交易日中，该股股价由26元左右不停
上涨并突破百元大关，引起市场极大震动。

股价飞涨背后是四家公司集中资金，
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
账户，进行几乎没有成本的对敲买卖，影响
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联手操纵股价，大
肆牟利。截至2000年2月，四家公司通过
控制股票账户共实现盈利4.49亿元。

这其中，令业内人士印象极深的是凶
悍的跌停板洗盘吸筹法：1998年12月16
日，市场突然传闻亿安科技庄家透支过度
强行平仓，股价接连三天放量暴跌，令所有
人都相信传闻是真的，人人夺路出逃，巨大
的抛盘之下，第四天股价停止下跌。

它是中国首只股价突破百元的股票，
也是首只跌幅达到百元的股票。

2001年1月，证监会宣布正在查处涉
嫌操纵“亿安科技”股票案，亿安科技随后
接连跌停，成交极度萎缩。

“德隆系”
“庄股时代”的终结者

200亿元市值在10余个交易日里，灰
飞烟灭……这是时至今日，还屡屡被提及
的“德隆系”覆灭时的震愕场景。

1992年，唐万新创办新疆德隆实业公
司，几年内相继入主新疆屯河、合金股份、
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
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

操作手法是：通过二级市场收集三只
股票筹码，拉高股价，然后利用高股价进行
抵押贷款，再进行实业收购。这种操作中，
最关键就是股价一定要维持住，一旦股价
下跌，银行就要追加抵押品或者追索贷款。

在2001至2004年的三年间，A股市
场大盘从高位回落30％多，而“新疆德隆”
控制下的三家上市公司股价却分别上涨
1100％、1500％和1100％。

2004年4月，“合金股份”高台跳水，
德隆系正式宣告走上覆灭之路，一周时
间，德隆系股票彻底崩盘，最终总负债高
达570亿元。法庭上，唐万新获刑8年，并
被罚款40万元，德隆系核心企业则被处以
100亿元的巨额罚款。

紧随其后，泰山石油等庄股也相继崩
塌……从此，“个体庄家”行走股市江湖，

“杀人如麻”的时代宣告终结。

“庄股”魅影
——中国股市操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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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斩断”
庄股黑手？

“根治‘庄股之祸’，是一个

系统工程。”上海证券交易所首

席经济学家胡汝银认为，首先需

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让市场

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

汰。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一味

药”应该是改变当下政企不分的

现状，改变政府在银行贷款、税

收政策、财政补贴，特别是并购

重组等方面过度介入导致的上

市公司业绩扭曲。

其次是完善供求关系。“第

二味药”针对供应端，即加快推

进注册制改革，放松对IPO的管

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发行，由

拟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自主决定

发行时机、发行价格和发行规

模。“第三味药”针对需求端，即

通过引入养老金、住房公积金、

保险资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优

化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改变其

“散户化”的特征。

“股票市场发行达到一定规

模，将改变目前供需失衡的状

况。只有‘开前门、堵后门’，才

能降低目前畸高的壳资源价格，

才能解决由投资者非理性行为

模式导致的‘新庄股’问题。”胡

汝银说。

完善做空机制，同样是治理

市场操纵“药方”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杨剑波等专家和多位市

场人士呼吁，应尽快改变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一枝独秀”的现

状，针对波动率更高的中小板和

创业板推出股指期货，利用其价

格发现功能减少操纵行为发生

的几率。

除了市场运行机制本身，法

律层面同样需要“对症下药”。

专家认为，面对纷纷涌现的各类

新型操纵的挑战，应借鉴美国等

成熟市场的经验，建立举证倒置

的法律制度。

“当监管层发现股价异动、

成交量放大等市场操纵的要

素，而对某些投资行为产生怀

疑时，投资者必须证明自己买

卖这只股票的合理动机。”张远

忠说。

加大惩罚力度，被视为打击

新 型 操 纵 行 为 的 另 一 剂“ 猛

药”。“重典的存在，使人们不敢

轻易违法，改变为非作歹者的贪

念。”鲁桂华说。

在此基础上，专家呼吁建立

集体诉讼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同时，让其成为市场操

纵等违法行为的监督者。

事实上，中国股市这个发展

中的市场，不仅需要“治疗”，更

需要“调养”。一方面，理顺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让股市回归其高

度市场化的本源。另一方面，通

过提升回报水平、强化股东价值

理念，让价值投资取代投机成为

主流。

（据新华社电）

十年前，随着“最后一个强庄”德
隆系轰然倒塌，加上股权分置改革带
来的股票全流通，市场一度作出“中
国股市将告别庄股时代”的乐观判
断。十年过去，中国股市的制度进步
不言而喻，法治也在不断加强，然而
操纵行为却如影随形，从未离开。

一则利好引发的
股价翻番

7月24日，一则所属公司项目
区域内“初步勘查页岩气储量2000
亿立方米”的重磅利好，让股价趴在
2.3元左右长达月余的“永泰能源”
犹如火箭般上升。从7月23日收
盘的2.74元到8月18日的5.62元，
16个交易日股价翻番。

但在经历两天涨停后，这只股票
从7月28日开始出现大规模换手，当
日换手率达到20％，7月30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出风险提示。这只股票
在股价翻番上涨的16个交易日中，
有7个交易日换手率超过20％。

探明巨量页岩气储量的股价上
涨理由看似合理，然而相关页岩气
专家指出，无论是勘探公告的发布，
还是对公司“资产增值”的判断，都
不科学、不严谨，永泰能源的“发现”
还处在“自我发现”阶段，尚未见到
国家权威机构对其成果的确认。可
公司在公告中还特别说明：“该项目
将对公司的资产增值产生较大影
响，成为公司未来的效益增长点。”

更让人无法不产生联想的是，
业绩不佳且背负巨额债务的永泰能
源正在进行资本运作。

“很难想象，一个专业做能源的
公司不了解页岩气勘探的难度和成
本。公司如此匆忙而有倾向性地发
布利好，其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
的嫌疑？”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远忠说。

小盘股暴涨背后的
黑手

在各类有“操纵”“炒作”嫌疑的
股票中，“小”成为一个共同点，也是
被操纵者看中的主要原因。

根据深圳紫金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首席研究员陈绍霞的统计，截

至今年9月30日，A股市场股价涨
幅前十的股票中，4家为创业板、1
家为中小板、5家为主板股票。

“这些股票有4家今年中期业
绩亏损，市值小是其共同特征，今年
年初总市值都在100亿元以下，其
中8家公司年初总市值小于50亿
元。”陈绍霞说。

分析显示，这些股票大多有重
组、并购或高送转题材，表明小盘股
的大幅上涨，并不都是基于其盈利能
力和成长性，更多是基于各种概念、
题材的炒作，其暴涨和高估值，不排
除是机构坐庄、操纵股价的结果。

先低位进货，然后通过各种方
式透出重组等消息，吸引散户跟进，
再高位出货，这已经成为当今A股
一个典型的操纵手法。”中央财经大
学教授鲁桂华说。

各种令人费解的
离奇玩法

记者盘点今年以来的股市发现，
股价离奇的股票并不在少数，各种概
念股、新题材、新玩法俯拾即是。

——并购重组失败概念股。并
购重组带来股价上涨不稀奇，稀奇
的是失败之后依然涨停：因筹划重
组而停牌的中小板公司“兔宝宝”
在8月18日公告终止重组之后，公
司股票当天复牌后涨停，换手率为
6.95％；第二天再次涨停，换手率为
20.98％。

分析人士认为，并购重组是一
段时间以来A股炒作的热点，虽然
重组失败，但暴露了重组预期，一些
主业明显呈现颓势或市场估值低的
个股，在“重组仍会继续”的预期下，
仍易成为炒作操纵的对象。

——故弄玄虚的“科技”题材
股。在经济转型期，新经济无疑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些前沿科技类
股票备受青睐，由此引来浑水摸鱼
者。

自今年6月开始，石墨烯板块
异军突起，招商证券数据显示，该板
块指数从946点涨至10月 9日的
1359点，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涨幅
达43％。对此，研究石墨烯的权威
专家质疑道：石墨烯的开发和应用
离工业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论

文到工业化转化，至少需要30年以
上，如此涨法难免泡沫。

——越减持越涨的股票。大小
非减持，在A股市场曾长期被视为洪
水猛兽。然而，今年以来，众多小盘
股大小非减持，股价却不跌反涨。以
中超电缆为例，今年8月至9月间，其
大股东先后8次减持，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的24.98％。如此大规模减持之
下，其股票却由7月末的8.75元涨至
9月末的11.59元，涨幅高达32.5％，
远高于同期中小板指数涨幅。

“大小非越减持，股价涨得越
高，这显然有悖常理。不排除一些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市值管理公司联
手坐庄、操纵股价，以实现高位减持
的可能性。”陈绍霞说。

——“摇身一变”的改名族。如
果实在没有题材炒作，改改名字同
样能带来股价的上涨。根据交易所
公开资料，＊ST天龙更名为“山水
文化”后，从3月26日公告更名至6
月11日，股价涨幅143％，换手率
421％。“绿大地”7月10日更名为

“云投生态”，迎合目前市场生态环
保热点，到 9 月 15 日股价上涨
30％，区间换手率达106％。

“盘点这些走势异常的股票，高
换手率是一大特点。而高换手率是
机构坐庄的一个典型特征，庄家为
了吸引散户跟风，通过自买自卖对
倒操作、制造价涨量升的走势，成交
量大幅放大。”陈绍霞说。

从“蛮”到“阴”的
庄家手法

这些毫无基本面支撑的股票，
动辄连续涨停，背后的操纵者可谓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究竟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他们依靠的
又是什么？

“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横行市场
的庄家大都是几个资金实力雄厚的
机构或个人，现在操纵者的组成更
加分散而复杂，可能是上市公司、机
构或者大户，是一种新型的‘信息操
纵’。”鲁桂华说。

一位有着近20年资本市场从
业经历的人士告诉记者，十年前的
庄股，可简单概括为蛮庄，单独或联
合坐庄的机构相对大但数量少。最
常见的“坐庄”手法，是利用资金优
势控制有限的流通股市场价格，一
些股票的控盘比例甚至高达70％。

如今，在监管层对拖拉机账户、
对敲等行为严厉打击下，坐庄的技
术含量更高，形式也更隐蔽。“近些
年的庄股，可以称之为‘阴庄’，联合
坐庄的机构相对小但数量多，参与
人数众多且分散，以‘信息操纵’为
主。”上述资本市场人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市场较
为常见的坐庄操纵大致可分为三大
类型。

——内外勾结型。“拥有大量低
成本股票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东与有
实力的投机者形成利益同盟，上市公
司运作炒作题材或利好，投机者负责

借题材操纵股票价格，配合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吸引中小散户入场。”英大
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说。

他认为，近一年来火热的并购
重组很多看似是向新兴产业转型，
或美其名曰“产业链整合”，但很多
就是为了制造炒作题材，引发股民
对其股票的追捧。

——投资者主导型。一些“盘
子小、机构少”的股票往往成为此类
操纵的目标。

“股吧、网站、微信等新媒体群，
都可能成为操纵者合作的对象，他
们通过多种渠道诱导股民投资事先
埋伏好、并已出现快速上涨行情的
股票，待受骗股民入市时逢高派
发。”李大霄说，这一现象较突出，也
易界定。此类操纵中，往往不乏私
募机构和大户的身影。

——上市公司主导型。一些上
市公司为了“大股东脱困”散布虚假
信息，有意识地公布利好、回避风险
披露，或通过“改名”等噱头，吸引散
户，拉抬股价，最终解决大股东的资
金难题或直接套现。

“可以说，现在股市的庄家，有
点‘潜伏’的意思。”有着20年股票
投资历史的陈绍霞说。

A股进入
“新庄股时代”？

“庄股”身影，像幽灵一样在A
股市场上空游荡。操纵股价，正在
成为这个市场上“财富再分配”的重
要方式。

“‘庄股时代’从来就没有结束
过。”北京聚锐投资管理中心总裁张
向阳说，和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庄
股时代相比，现在的股价操纵、坐
庄，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当年可以
明目张胆，现在更加隐晦，操作技术
和手段有所提高。

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同。华鑫证
券投资总监仇彦英说：“不应该看到
股价上涨突出就理解为‘庄股’或者
股价操纵，毕竟在成熟的欧美市场
几乎每个交易日都有股价翻倍、甚
至更大涨幅的股票出现。”

“在有真实题材的情况下，在公
平信息披露的前提下，理论上证券
市场可以容忍“适度投机”，成熟市
场也存在此类投机，但绝不能触碰
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底线。”一
位上海私募界人士反驳。

当然，还有一种声音表示，A股
经过七八年熊市之后，市场人气好不
容易积聚，对操纵的适度容忍有利于
活跃市场。对此，张远忠说：“这就好
比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搞活经济’一
样，这样的逻辑是不对的。如果任由
操纵活跃下去，将后患无穷。”

“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
称，在证券市场这个食物链上有高
端和低端，有虎豹豺狼和小绵羊，而
散户无疑正处于食物链的低端。通
过‘操纵’，庄家的坐庄收益成为散
户的投资损失，财富从散户转移到
庄家。”鲁桂华说。

编者按：

当前，人们期待股票市场以更加健康的状态运行，我国经济转型升
级也需要股市更加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然而，市场上的操纵行为
仍或明或暗存在，严重危害股市的健康发展。今年以来，伴随着市场人
气回升，股市操纵再度凸显，“庄股”身影频繁闪现，严重危害股市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