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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福建 监管局

非知股

内幕信J惑 决策人
利 用 悉的内幕信 .惑 和他人
账户从事 票交易同属内幕交易行为
∷∷ 【案情概要 】

∷

2010年 8月 9日 ,中 国证监会做 出行政 处罚决定,对

H

公 司副总经理 L和 部闸经理 W利 用所知悉的 H公 司业绩预增
的内幕信息,通 过他人账户从事内幕交易行为 ,对 L处 以没
收违法所得 69,385.26元 ,并 罚款 09,385.26元 ;对 w处 以
没收违法所得 48,819.02元 ,并 罚款 48,819。 02元 。

1案 件 回放】

一、 内幕信 ·
息的形成 、传递与公 开过程

°

H公 司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持有某发电企业约 10%的 股权°
2Q07年 3月 ,该 发 电企业股东达成 了分配 20Q6年 度利润的
意向。 自 2007年 3月 12日 至 6月 4日

,H公 司总经理

A、

分管副总经理 B多 次在总裁办公 会议上说明t通 报分红方案

—

的具体协商、进展情况。6月 14日

,H公 司发布重大事项公

告称 ,公 司参股的某发 电企业决议对 2006年 度利润进行分
配,H公 司按持股 比例可获分 配股东利润人 民币 12,36⒉ 4万
元 ,H公 司据此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同 日,H公 司发布 2007
年上半年业绩预增 650%-700%的 公 告。
二、L、 w知 悉 内幕信息并利用该信息买卖 H公 司股票的
情况

H公 司总裁办公会议属于例会形式,与 会人员包括公 司
总经理 、副总经理、各部门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
L自 2004年 下半年起任 H公 司副总经理 ,主 要负责 H公

司在某省的业务 。根据 H公 司总裁办公会议记录 ,L在 2007
年 3月 12日 、4丹 9日 和 5月 8日 诎 席∷
了总裁 办公会议 ,从
总裁办公会上开始知道 电厂分红这件事 ,知 道公 司一直在跟
进 、总经理也要求加快落实,知 道电力的分红在 H公 司的年
度 业绩构成中占有相 当的 比重。 2007年 6月 12日

,L通 过

以其父名义开立 的证券账户 ,买 入 H公 司股票 30,014股

,

⒛07年 6月 14日 全部卖出,获 利 69,385.26元 。
w自 2001年 至 zO07年 3月 任 H公 司董事,⒛ 07年 1月

担任 H公 司资金部部长 。根据 H公 司总裁 办公 会议记录 ,W
自 2Q07年 3月 12日 到 2007年 6月 4日 均 出席 了总裁 办公
会议 ,其 最早于 2007年

3、

4月 份的总裁 办公会议上知道 电

厂分红这件事 ,知 道分红对 H公 司业绩影响非常大,并 向 B
问过分红 的具体时间,此 后在 4月 23日 15月 14日 、6月

4

日的`总 裁办公会议上逐步知悉 了分红事项的进展情况。2007
年 6月 1日 至 6月 13日 ,W通 过 以其妹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

,

先后 买入 H公 司股票 30,900股 , 并于 2007年 6月 14日 前
陆续卖出,共 获利 48,819.02元 。

1案 件评述】

本案的焦点在于 H公 司分红方案是 否可以认定为内幕信
息、L和 W作 为非内幕信 `惑 决策人是否可以认定为内幕信 ·
息
知情人 以及他们利用他人账户买卖 H公 司股票是否构成内幕
交易

:

∷ 丁、关于内幕信息的认定。本案 中涉及的信 `急 是上市公
司对外股权投资的分红方案 ,根 据 内幕信息的 “
重要性”原
则 ,上 市公 司未公开的对外股权投资分红方案是 否属于内幕
信 `急 ,应 根据该项股权投资在上市公 司整体资产 、营业收入 、
利润构成中所 占的比重、投资者对该分红方案的预期 以及该
分红方案与上 市公 司股票价格 变动的相 关程度 等因素综合
判断。本案 中,无 论从以往年度客观记录看 ,还 是从包 括

L、

W在 内的 H公 司高 中级管理层 、外界投资者 主观认知上看

,

电厂分红在 H公 司业绩构成 中均 占有相 当页 的 比重,符 合内
“
幕信息的 重要性”标准 ,依 据 《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
款第八项的规定 ,该 信息属于内幕信息。
二、关于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认定。本案 中,L作 为 H公
司时任副总经理 、W作 为 H公 司离任不久 的董事 、时任资金

‰ 冖

t

部部长 ,虽 非涉案分红方案的决策人员或者具体负责人员

,

但他们 主要通过参加 H公 司总裁办公会议的机会 ,知 悉 了分
红方案的动议 、磋商与进展的基本过程 与总体情况 ,并 且明
确 了解分红事项对公 司业绩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 ,因 此,可
以认定他们是涉案内幕信 `急 的知情人 。
三、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在调查过程中,L提 出
自已的交易行为没有利用 内幕信 `息 ,买 入 H公 司股票是 出于
对公 司全年业绩的判断 ,而 不是受电力分红 的影响;w也 称
其股票交 易行为完全依据对公 开信 息 的分析和对个股技术
走势的判断做 出。但根据 《证券法》的规定 ,内 幕信息知情
”
人 “
知悉 内幕信息后从事 了相关证券的买入或者卖出,就
”
可以推断∷
其 买卖行为系 t利 用 了内幕信息,除 非有充分的
理 由与证据排除这种推断。本案中,虽 然不排除他们独立的
“
”
分析判断 可能会对其交易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但 由于其
交易行为本身 已经符合 《证券法》第二百零 二条 内幕交易违
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且 证 明其利用 内幕信 息从事内幕交易的
相关证据清楚 而有说服力 ,因 此 ,可 以认定他们上述买卖 H
公 司股票属 内幕交易行为。

本期发送:辖 区各上市公 司、拟上市公 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投资
·
咨询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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