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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创板已进入冲刺阶
段。有消息称，科创板最快本月
落地。

记者从东海证券等我市多家
券商了解到，4月1日至4月26日，
上交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组织全市场
在全天候测试环境中对科创板业
务相关功能开展专项测试。

对于这一资本市场的大动作，
个人投资者如何分一杯羹？

直接投资门槛高

前段时间，上交所集中发布
了关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配套规则，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同时，
关于科创板首批企业名单，公布
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东海证券相关人员介绍，
根据上交所《关于科创板投资
者教育与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
的通知》（上证发〔2019〕33 号）
相关规定，个人投资者开通科
创板股票交易权限，需要符合

“申请权限开通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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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证券
交易24个月以上”及上交所规
定的其他条件。

记者了解到，科创板的公
司与现有的上市公司相比，具
有较宽的涨跌幅幅度，如上市
后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其
后实行20%的涨跌幅等，且退
市制度较主板更为严格。因
此，相比主板，科创板对于个人
投资者来说，门槛更高，风险更
大，盈亏更明显。

公募基金打新中签率有
望大幅提升

和主板的股票一样，个人投
资者也能通过打新股，分享科创
板的红利。

国泰君安证券常州延陵路营
业部某工作人员介绍，参与科创
板网上配售的条件是上海市场持
有市值达到1万元以上且已开通
科创板交易权限；每一个新股申
购单位为500股，每5000元市值
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申购

数量不得超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的千分之一；申购数量≤
9999.95万股，如超过，则该笔申
购无效。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网下
申购的中签率有望大幅提高。东
海证券某资深投资顾问分析：“一
是网下发行的比例大幅度提升，
从以往的10％提高到60％-80％
（剔除战略配售股份后及考虑回
拨）。二是以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主的A类
投资者成为网下配售的主体。叠
加监管政策对A类、B类投资者网
下发行规模比例至少50％的保护
要求，A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中签率）有望较以往成倍提
高。”

借道基金门道多

数据显示，多家公墓基金公
司正在积极申报科创板相关基
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零售金融
相关负责人预计，不远的将来，这
类基金将会扎堆上市。“相比一些
网上平台，在银行渠道购买基金
能够得到更好的后续服务。”

不过，同为投资科创板的基
金，细分的种类仍然很多。目前
市面上就有科创板基金、战略配
售基金、科技类主题基金等几个

大类。
根据运作方式来看，科创板

基金又分为封闭运作的科创板基
金和开放式的科技创新主题基
金。某基金公司资深销售解释：

“封闭运作的科创板基金适合2-
3年内手上有闲置资金，想较高程
度参与科创板投资，并能接受较
高风险的长期投资者持有。开放
式的科技创新主题基金适合想适
度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能承受
中等风险，并对流动性有一定要
求的投资者。”

战略配售基金自成立以来
就备受关注，它最大的一个优
势就在于它不用先有底仓，可
直接参与配售。“战略配售基金
适合既想参与科创板企业战略
配售，又想参与A股其他板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不过，受市
场供需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战略配售基金上市后会面
临折溢价的风险。”

而科技类主题基金则适合
既想适度参与科创板投资，又
想把握A股其他机会的投资
者。有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目
前已有的科技类主题基金的基
金经理，很可能就是科技创新
类基金的基金经理。

张琛

科创板最快本月落地

个人投资者如何分一杯羹？ 最近，我又去了趟泰国。
众所周知，泰国是个佛教国家，我这次去的大城、素可泰等地还

留存着大量佛教建筑，现已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定的世界文化
遗产。很多国人喜欢去泰国旅游，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享受这里的
悠闲。

可能是出于对这种生活节奏的向往，这两年，国内也流行起了佛
系，具体表现形式多样：譬如不爱社交，每天看kindle博览群书；譬如
醉心艺术，在高大上的爱好上花费不菲而不求回报；譬如无欲无求，
家徒四壁，100元能用好多天；譬如开一间有情怀但不赚钱的花店、
书店、咖啡店等……

可谓一样的佛系，不一样的质感！
有观点认为，佛系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佛系——“你送他一套

房，再给他100万元，你看他还佛系不佛系！富的时候挥霍，穷的时
候节俭都是惯性使然，天天吃糠咽菜并非是不喜欢吃肉，主要是因为
吃不起！”其实，如果真心享受佛系，也是充满幸福感的事；怕就怕明
明喜欢爱马仕，但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刀光剑影，偏要装作清心寡
欲，却连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区别都搞不清楚，那该有多么分裂、多
么扭曲！

当然，真佛系的门槛确实不低。有好事者在网上PO了个段子
——至少要懂几门外语，还要背经文、写论文、考试，俗世的竞争一样
都不少。而那些追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们，忽然发现，
终南山的房租涨了又涨，当年积攒的那点家底眼看就要被掏空。

事实上，无论是放空心灵的隐居，还是自我提升的灵修，都离不
开俗世里的钱。

所以，投资理财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自身的欲望，合理管理自身
的期待值。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最重要是搞清楚自己的目
标和能力，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中国人意气风发的时候是儒家，试图站在风口浪尖，兼济天下；
中国人心灰意冷的时候是道家，试图超越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
中国人绝望的时候则是佛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都是虚妄！

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处于儒家状态时，是最辛苦最有成就感也最
容易被消费主义裹挟的。人越是想满足欲望，就越想要花钱；花的钱
越多，就必须更加拼命工作。譬如，最近被吐槽的“996”，很多人的槽
点并不在于工作强度工作时长，而是在于“如果钱到位，哪怕007也
可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说明处于一个良性的循环，多数人愿
意拼搏赚钱，企业才能创新，社会才能进步。怕就怕连真金白银都吸
引不了人们的眼光。就如泰国，哪怕不富裕，但人家就是不着急，慢
悠悠，要享受生活啊。

前几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写了本《下流社会》。这个“下流”和
通常理解的道德无关，是特指中产阶级居下游者这一群体，在人际沟
通、消费等方面欲望的低下，统称“缺乏对人生的热情”。中外很多学
者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且不论日本是不是真在衰退，至少，“明治
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学者大前
研一曾说：“平成时代的年轻人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米内的事
情，他们没有争取成功的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也不知进取，遇到困难立
马退缩，一需要思考就马上放弃，人云亦云，只追随别人的脚步。”

很多方面，泰国就如低配版的日本，温情脉脉的表象下是已然固
化的社会。所谓佛系，所谓小清新，所谓“平成死宅”，正是年轻人对
既得利益群体消极的反抗。

行文至此，是否该庆幸自己生于长于熙熙攘攘、百舸争流的
中国？

毕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
性的世界里，“失去人性，失去
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真伪佛系
张 琛

本报讯 日前，记者
从中国银行常州分行了
解到，该行茶山支行保安
柏兆奎拾金不昧，受到客
户真诚感谢。

前段时间下午，一位
女性客户到中国银行常
州茶山支行智能柜台办
理业务，将钱包遗忘在了
客户休息区。茶山支行
的保安柏兆奎发现后，立
即将钱包交给了支行的
大堂经理杨银。没过多
久，该女客户就返回网

点，寻找钱包。在网点监
控下，柏兆奎、杨银与该
女客户一一核对了钱包
特征和包内物品，将钱包
交还给了该女客户。

经清点，钱包内含价
值上万元的首饰、数千元
现金、多张银行卡及出国
护照等多种证件。客户
发现钱包里的物品一样
不少，非常感动，连声道
谢，并称赞中行的一流服
务和严谨作风。

（中轩 张琛）

东海期货在我市主办棉花产业大会

探讨全球棉花供需及价格趋势 柏兆奎拾金不昧
本报讯 4月12日，由东海期货

主办的2019年棉花产业大会在我市
举行。

大会探讨了全球经济走向，棉花
产量增减、供需及价格趋势等。记者
从会上获悉，郑棉作为大宗商品，成
为期货标的已有15年历史。目前，
国内与棉花相关的期货品种主要有
郑棉2001、郑棉1909等。

来自江苏、河南、湖北等全国各

地的棉花行业相关企业代表、期货公
司等约200人与会。

东海期货成立于1993年，是我
市土生土长的一级法人期货公司，专
注于为客户提供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投资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东海
期货拥有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理事
单位、江苏省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席会员
等多个业内身份；拥有商品期货经纪、
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
管理、基金销售等多个金融业务资质；
拥有便捷精准的行情交易系统，一站
式对接国内四大交易所，并于2014

年成立了风险管理子公司——东海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会上，弘则弥道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创始人王沛、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
部副总经理王宝东、东海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产品经理李铮男、嘉能可中国
区棉花总经理方晓琴、湖北长江棉花
交易市场副总经理马江峰分别作《全
球宏观经济新趋势和新动能》《变革
时代中国棉花供需形势演变》《郑棉
期权规则讲解及策略应用》《新年度
进口棉市场行情展望》《棉花基差交
易现状及投资策略》等主题演讲。

（霄宏 张琛）

中行茶山支行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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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储蓄国债年储蓄国债（（电子式电子式））

期次

第五期

第六期

发行时间

4月20日-4月30日

4月20日-4月30日

期限

三年期

五年期

年利率

4.0%

4.27%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
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184天计划

鑫盈利273天纯债5号

天添盈增利2号
净值型理财计划

业绩比较基准/
参考收益率

4.55%

4.30%

4.30%

3.654%
（近7日年化）

起点
金额

1

5

10

1

发行周期/
募集期

每周三到次周二

4.17-4.23

每周三释放额度

每工作日申购

风险
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中等风险

较低风险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