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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证券私募规模缩水 79 亿

2.4 万家私募江湖 海南仅 46 家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了 8 月份的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月报。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私
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 12.8 万亿，单月微涨 100 亿；
同时，私募管理人数量为 2.42 万家，已备案基金为
7.47 万只。股权创投私募继续稳步增长，占私募
规模的 65%左右，证券类私募则略微缩水。百亿
私募机构为 233 家，与上月持平。

股权创投私募稳步增长
证券类私募略微缩水
截至 8 月底，私募基金的总规模达到 12.80 万
亿元，单月微涨 100 亿，较上月增长 0.08%。今年
以来私募规模增加了 1.7 万亿元，较去年底涨了
15.32%。
分类别看，无论是证券类私募，股权、创投私
募，还是其他类私募，今年前 8 月规模都取得增
长。其中股权、创业投私募增长达 1.21 万亿元，增
幅达 17.13%，贡献了私募基金前八月规模增量的
近 72%，可以说是私募规模增长的最大动力。而
其他类私募的增长幅度则最大，达到 21.23%，而尽
管今年股市表现不佳，但私募证券基金依然取得
了规模的正增长，增幅达到 5%。

同时，私募管理人也保持平稳增长，截至 8 月
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为 24191 家，较上月存
量机构增加 98 家；已备案私募基金 74701 只，较上
月减少 0.10%。今年私募管理人增加了 1745 家，
备案私募基金增加 8283 只。
三类私募情况有所不同，8 月份，股权创投类
私募规模继续增长 458.59 亿，达到 8.31 万亿元，
占私募总规模的 64.92% ；证券类私募略微缩水
79.44 亿 ，规 模 为 2.40 万 亿 元 ，占 私 募 总 规 模 的
18.75%；其他类私募则减少 274.95 亿，规模为 2.09

万亿元。
同时，截至 8 月底，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为 36086 只，较上月减少 194 只；私募股权、创业
投资基金为 32622 只，较上月增加 390 只；其他私
募投资基金为 5993 只，
较上月减少 272 只。

北上深私募牢牢占据全国前三
再看私募的地域分布，截至 8 月底，已登记私
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从注册地分布来看 (按 36 个辖
区) ，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浙江 (除宁波) 、广
东 (除深圳) ，总计占比达 71.75%。其中，上海
4778 家、深圳 4613 家、北京 4320 家、浙江 (除宁
波) 2034 家、广东 (除深圳) 1613 家，数量占比分
别为 19.75%、19.07%、17.86%、8.41%、6.67%。从私
募管理人数量上来看，北上深三地私募占到了全
国的 56.68%。
资料显示，海南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只有 46
家。较今年 3 月 40 家，增加了 6 家。规模也只有
21 亿。
具体来看，管理基金规模在百亿以上的私募
机构有 233 家，与上月持平；在 50 亿-100 亿元的有
268 家；在 20 亿-50 亿元的有 642 家，在 10 亿-20
亿元的有 835 家，在 5 亿-10 亿元的有 1123 家，在
1 亿-5 亿元的有 4267 家，在 0.5 亿-1 亿元的有
2270 家。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管理规模达到百亿以上
的私募证券管理人共有 29 家，其中，北京地区有
11 家，包括淡水泉投资、星石投资、北京和聚投资、
乐瑞资产等；上海地区有 13 家，包括景林资产、重
阳投资、朱雀投资、保银投资等；深广及其他地区
有 5 家，包括明达资产、敦和资产、凯丰投资、永安
国富等。
再看百亿级股权私募管理人，基金业协会数
据显示，截至 9 月 7 日，共有 139 家 100 亿以上的私
募股权基金，包括老牌机构鼎晖投资、基石投资、
弘毅投资、中信产业基金等，新备案的有北京磐茂
投资、云南交通产业股权投资、国新央企运营投资
基金等。
（基金业协会网站）

对倒操纵股价 还有挪用基金财产

部分私募基金屡屡踩踏市场红线
9 月 7 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对 6 宗案件
作出了行政处罚。
此次公布的处罚还涉及两家私募基金。对此证监
会表示，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私募基金
在股票二级市场中参与度越来越高，私募基金产品出现
在上市公司前 10 大股东名单中的现象已并不鲜见。与
其他机构投资者相比，私募基金有杠杆率高、产品机构
复杂、透明度偏低等特点，如不强化监管，就不能有效防
范这类主体诱发的市场风险。

私募操纵股价被罚没 2074 万元
证监会披露，通金投资作为私募基金，控制其发行
的 4 个私募基金账户以及其他 13 个账户，集中资金优
势，采用盘中拉升、对倒以及尾盘拉升等手段操纵永艺
股份股价被罚没 2074 万元。
经查，账户组内 4 个基金账户与理财专户交易“永艺
股份”的主要交易地址以及常用交易地址相同。同时理
财专户与基金账户的其他交易地址组相互关联。另外
账户组交易流水显示的硬件地址互相关联，且都对应通
金投资交易室的电脑。操纵期间，通金投资控制使用账
户组，集中资金优势，采用盘中拉升、对倒交易、尾盘拉
升等方式操纵永艺股份股价，
共计获利 681.43 万元。
另外海南证监局还依法对私募富立财富超比例持
股未披露及限制期内交易股票案作出处罚。对富立财
富给予警告，对超比例持股未披露行为处以 30 万元罚
款，对限制期内交易股票行为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李岩给予警告，对超比例持股未披露行
为处以 3 万元罚款，对限制期内交易股票行为处以 3 万
元罚款。

海南金盈挪用基金财产 8000 万元
近日，海南证监局发布的一份监管函显示，海南金
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挪用基金财产 8000 万元被
采取监管措施。
监管函显示，2016 年 3 月 7 日，海南金盈挪用“智通
亚信(海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银行账户中的 8000
万元资金，以往来款形式转入海南慧金投资有限公司的
银行账户，该公司这一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所以海南
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那么，海南金盈是何方神圣？基金业协会官网上发
现，该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7 日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机
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海南金盈目前在基
金业协会备案有一只产品，即智通亚信(海南)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0 日，基金类
型为股权投资基金。涉事的这家海南慧金投资有限公
司又是啥来头？从天眼查信息上看到，海南慧金投资有
限公司在 2018 年 8 月 29 日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名字为
海南慧远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由
曹欧劼变更为石皓天。海南慧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
南慧远地产有限公司 80%的股权，而海南慧远地产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曹欧劼，公司住址为海南省海口市
秀英区美林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服务楼 105 号。曹

欧劼还持有 20%的海南金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出
资，另一位是刘运利持有 80%的海南金盈的出资。
一个几度出现的名字——曹欧劼。从去年 9 月起，
A 股上市公司神农基因在短短半年就被人两度举牌，直
至持股比例达 10%，
此人的名字也是曹欧劼。
从神农基因的权益报告书里，曹欧劼性别为女，其
身份证显示出生于 1969 年，住所为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滨海新村，通信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美林路***
号***室。这个通信地址和法定代表人为曹欧劼的海南
慧远地产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美林
路 8 号慧远·美林谷综合服务楼 105 号竟然基本相符。
次新股中广天择截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更新的信息
显示，公司高管名册中也有一位女性董事名叫曹欧劼，
且同样出生于 1969 年。其高管名册信息显示，曹欧劼从
2015 年 10 月 16 日至今仍担任智通亚信(海南)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而智通亚
信(海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正是海南金盈的私募
基金产品，并于 2016 年 3 月 7 日挪用基金财产达 8000 万
元。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称，私募基金挪用基金财
产是严重危害投资者资金安全的重要隐患，在所有的违
规中是最为严重的事项。以前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发现
难、查处难的问题，而现在地方证监局重磅出击，表明私
募行业一直延续强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并未有任何的放松。这也有利于私募行业的长远健康
发展。
（中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