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资讯

11 2019.03.14 星期四 编辑：曹虹（电话：13517485567）版式：陈文旭

理财

多家券商开通科创板权限

3月7日晚间，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关于证券公司开通
客户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答
记者问》，明确科创板股票交易
权限的开通方式与港股通基本
一致，符合科创板股票适当性
条件的投资者可以申请开通相
关权限。

截止到11日，已经有国泰
君安、中信建投、银河证券、民
生证券、中投证券、招商证券、
安信证券、长江证券、海通证
券、平安证券、光大证券、国金

证券、国信证券等16家券商可
以在线开通科创板权限。

其实，科创板的权限开通
程序并不复杂，投资者仅需向
其委托的证券公司申请，在已
有沪市A股证券账户上开通科
创板股票交易权限即可，无需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开立新
的证券账户。有些证券公司，不
用投资者去实体柜台，通过其
APP就可以实现科创板权限开
通。以国信证券为例，其科创板
业务上线不到10个小时，已有
超过 1 万个个人和机构客户
通过线上开通科创板权限。

安信证券在 3 月 10 日下
午正式上线相关功能，并且声
称 1 分钟完成开户，打开首页
点击“科创板开通专栏/掌上营
业厅”，再进入“科创板权限开
通”，选择股东账户，即可申
请。而国金证券用户只要在佣
金宝APP点击“我的”栏目，选
择“开通科创板”即进入科创板
权限开通系统。

资产不足50万元可间接参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申请
科创板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
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
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
（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
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投资
者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的公募
基金份额、私募基金份额、银行
理财产品、贵金属资产等资产
可计入投资者资产。此外，科
创板还要求开户者有两年的交
易经验。在科创板股票购买数
量方面，通过限价申报买卖科
创板股票的，单笔申报数量应
当不小于200股，且不超过10
万股；通过市价申报买卖的，单
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 200
股，且不超过 5 万股。上交所
对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实行价
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为
20%。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
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

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如果投资者资金达不到50

万元，又没有两年的交易经验，
该怎么参与呢？一名证券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达不到开户标准
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科创板
基金的方式来参与科创板。证
监会官网显示，目前已有12只
科创板基金获得受理，包括股
票型基金两只、混合型基金 6
只、灵活配置混合基金4只。

科创板打新要更谨慎

尽管现在可以开户，但开
通的仅是科创板的交易权限，具
体交易时间仍不确定。业内人
士称，目前已有40只左右的科
创基金正在申报，一旦开闸，发
行规模预计达到千亿级。

关于科创板佣金如何收
取也成为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海通证券表示，科创板的佣金
如何收取目前尚未有进一步明
确的说法。如果届时政策制度
上依旧没有特殊说明，则可能

参照主板执行。
除了佣金，打新收益率也

是直接关系投资者利益的问
题。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所长孙
金钜表示，科创板股票前 5 个
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大概
率会充分换手，加上定价起点
可能较高，科创板新股可能存
在破发现象，传统 IPO 渠道的
无风险打新收益可能无法在科
创板复制。中签率方面，科创
板股票的发行与承销规则与目
前的A股有很大不同。比如，
科创板中的网下发行比例，从
A 股的 10%左右大幅提高到
70%或80%，且个人投资者不
能参与网下配售。如此一来，
机构投资者的中签率将大增，
而个人投资者网上中签的概率
将极为渺茫。浙商证券负责人
周为军说，科创板前 5 个交易
日不设涨跌幅，股价波动可能
很大，不排除打中了还会亏
钱。因此，个人投资者建议还
是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打新。

2月“春节特供”产品的发
行，并未挽回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下行趋势。数据显示，2月
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跌至
4.26%，创近一年新低。近
日，银行大额存单成为各家银
行揽储主力，其利率一路走高
甚至已逼近部分银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
2 月有 403 家银行共发行了
7292 款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银行较上期减少 12 家，产品
发行量减少2749款。封闭式
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4.26%，较上期下降
0.05 个百分点，创近一年新
低。分析师提醒，目前理财市
场极少能见到5%以上的理财
产品，如果有的话，大部分是结
构性产品，建议投资者看到收
益率5%以上的理财产品要提
高警惕。目前收益率在4.5％
以上的就算是高收益。对于接
下来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中
信银行个人零售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预计很难

呈上升趋势。
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下滑的情况下，大额存单整体
利率保持坚挺，多家银行甚至
较基准上浮55%，部分银行还
设置了每日定量抢购。某国
有大行的理财业务经理说，春
节过后该行大额存单业务火
爆，以起售点为 20 万-50 万
元的居多，不少产品一经推出
就被抢光。

购买大额存单是否真比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要高？业
内人士表示，若大额存单一直
持有到期不赎回，那么3年期
利率4.18%的大额存单收益真
有可能比同年期利率 4.85%
的银行理财利率更高，主要原
因是理财产品每年有两个月的
计息空档期，造成了其实际收
益额不如大额存单。从实际情
况来看，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
产品收益将有所波动，还可能
存在收益不达预期的情况，
而大额存单收益稳定，较适合
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摘编自

《重庆商报》《南京晨报》）

科创板来了，满足两条件可参与3月8日，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京西路
营业部迎来了首个开通科创
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这意
味着，科创板权限开通正式进
入实质性阶段。截至3月11
日，已有超过10家券商对合
格投资者放开了科创板交易
权限。现在投资者开户情况
怎样？有哪些开户条件呢？
（摘编自《大河报》《每日商
报》《中国证券报》）

部分银行
大额存单限量秒杀

一副副扑克牌，被天津65
岁的杨旭超当成宝贝一样收
藏，至今坚持了三十多年。他
说，扑克牌是一种文化，他计
划举办大型扑克牌主题展览，
让更多人了解扑克牌文化。

“最早我是和哥哥一起卖
牌，后来有牌就收。现在，我
收藏的扑克牌有三万多种，六
万余副。”在杨旭超的众多藏

品中，最早的一副是 1901 年
国外生产的印有紫禁城图案
的牌。1946年胶东新华书店
出的一副扑克牌，称得上是杨
旭超的心肝宝贝，有人出价十
万元，他都不卖。“扑克牌不像
古玩玉器可能造假，但会有人
翻印，纸质不一样，内行人一
眼就能看出来。收藏扑克，题
材是关键，经济实力好的可以
关注有历史、有特殊意义的
牌；经济条件一般的可以收集
一个主题的牌，做成系列。”

“你知道每张扑克牌都代
表什么吗？”杨旭超如数家珍，

“所有牌数值加起来是364，大
王、小王是后加入的，代表太阳
和月亮，按半分计算，加起来就

是365分，对应365天。四个
花色代表春夏秋冬，每个花色
13张牌，象征着每个季度包括
13个星期……”

扑克虽有一定的收藏价
值，但也不是随便什么扑克都
能增值。普通扑克会重印，但
一些有时效性的扑克不会再
印。如 1990 年的《十一届亚
运会》扑克和1999年《国庆五
十周年》扑克等。那些限量印
刷、限量销售的扑克，其价值
就更高。如《人民领袖毛泽
东》限量扑克、《周恩来》扑
克。此外，2002年出品的《清
明上河图》扑克首发 58 元一
副，现在高达1300余元。（摘
编自《今晚报》《西安晚报》）

收藏30多年，成扑克牌专家

基金清盘未见放缓 截
至3月8日，今年以来公告拟
清盘或进入清盘程序的基金
数量接近40只。“目前基金已
超过5000只，且还在持续增
加中，以致投资者难以选择，
更易造成资金向具有投研实
力或具有特色的大中型基金公

司集中。”业内人士分析，未来
清盘基金可能仍会以成立时间
不长且表现平平的次新基金为
主。（摘编自《中国基金报》）

微信“跑分”获利涉嫌违
法 日前，一种利用微信支付、
支付宝等进行“跑分”的兼职
项目流行，即利用自己的微信

或支付宝的收款码，为别人进
行代收款，随后赚取佣金。佣
金的比例在1%-2%。微信方
面表示，这具有很大风险，有可
能涉及赌博、色情、欺诈收款
等，不仅押金被骗走，自己还可
能因此涉嫌参与违法犯罪活
动。（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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