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继续维系

微跌态势， 黄金行情仍要看美国

非农数据的“脸色” ，美元反弹近

期较为明显，受市场情绪变化，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内可太可破

“7” 。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上周

338家银行共发行了 2050款银行

理财产品。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

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24%，

较上期减少 0.01个百分点。19个省

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则是环比下降。其中，贵州地区的保

本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74%， 比前

一周减少了 0.01个百分点，非保本

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13%， 比前一

周下降 0.02个百分点。

上周五， 金价早间最高升到

1288美元 /盎司后开始回落了。

分析师预计，在未来 1—2 个

季度内,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

会在 6.6-6.8之间波动，年底也不

太可能会破 7。 如果美元大幅走

弱， 人民币可能会升值到 6.6 以

上、但不太可能更强，这是因为从

基本面的角度看， 经常账户顺差

收窄甚至消失、 居民和企业存在

配置外国资产的需求， 都会给人

民币汇率带来持续的贬值压力。

上周, 在售的开放式预期收

益型人民币产品数量为 6437 款，

整体看， 半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

品发行量均高于全开放式预期收

益型产品, 整体收益率均值高于

全开放式产品。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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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元反弹明显，受市

场情绪影响：

人民币汇率年内

破七机会不大

科创板业务规则靴子落地，贵阳券商建言———

投资者可变通跨越“资金门槛”

最近，科创板业务规则靴子落地，3 月 8 日已有多家券商向投资者推出开通权限。 不过，碍于

50 万元的投资门槛，可能很多投资者不能直接参与。 为此，贵阳多家券商建议，不妨“绕道” 参与

基金投资，变通跨越科创板的“资金门槛” 。

截止至 3 月 9 日上午，至少有

6 家券商对投资者放开了科创板开

通权限，其中包括中信建投、招商

证券、民生证券、中山证券。 此外，

国信证券、安信证券的科创板交易

权限也即将开通。

记者 3 月 8 日上午从国泰君

安、 华创证券了解到，3 月 9 日，国

泰君安已在 APP 上线权限开通功

能，只要客户操作即可开通，不需

要额外办理手续。 记者试着用手机

APP 登录后， 发现首页即是醒目的

“开通权限” 标记，第一步需要系

统测试客户全部资产是否够 50 万

元。 点入“下一步后” ，提示 50 万

元门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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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需要安装数字证书

和风险测评。 如果第一步资产测试

不达标，就无法进入知识问答和投

资者确认书环节。 资产不达标后，

会提示是否现在转款，马上进入银

证转账页面。 若资产达标，还要进

行科创版风险揭示书的签署，最后

会提示开通成功，开通业务方便快

捷，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记者查看了证监会关于 50 万

元投资门槛相关文件后发现， 并未

明确是单一券商或者是全部券商的

资产都可以计算，因为现实中，多券

商账户操作的投资者大有人在。

国泰君安贵州分公司的黄昊

说，之前公布的细则并未明确券商

资产怎么计算，目前极难统计客户

的司外资产以及在银行端等购买

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所以统计门

槛应当是单一券商才比较科学，在

哪里开通权限就统计哪里的资产。

记者操作后确如所见， 这 50

万元的资产门槛仅包括单一券商

的资产总合，股票、资金可以计算

在内， 在这家券商购买的理财产

品、 公募基金也可以计算在内.但

如果客户在其他券商也拥有资产，

是没办法计算的。

多家券商为投资者开通投资权限

目前咨询预约科创板开通权限

的客户是非常踊跃的。 “每天预约

的至少上百人”“预约、咨询的加在

一起每天几百人” ……记者从多家

券商了解到， 对科创板感兴趣的市

民大有人在，投资热情非常踊跃。

“由于前几天对于门槛的细则

不清楚， 所以很多客户先预约了再

说， 自己够不够资格可能并不很清

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老

客户来预约， 都希望借助科创板在

资本市场有一个新的突破口。

“科创板能够吸引投资者主要

凭借三点。 ” 华创证券北京路财富

中心的杨旺成表示。 首先，科创板

的开板意味着大量新股的上市，以

A 股的传统而言， 新股上市就意味

着溢价的机会，更何况科创板的新

股将是大量上市，数量多了，人们

也就觉得自己能够分摊到的 “蛋

糕” 比较大；其次，科创板上市的公

司都是具备高科技、 高潜力的企

业，这些企业的投资机会还是很值

得期待的，这也符合国家鼓励高新

产业的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

投资机会；现在已经进入了股权时

代，投资者可以借助科创板投资去

投资实体，无疑要比自己投资实体

更加简便，相当于拥有了一份定位

于未来的股权。

另外， 科创板前五日不设涨跌

幅上限、涨跌幅上限为 20%，这也是

比较刺激的， 意味着机遇和风险都

高了， 这也吸引了一部分偏好风险

的投资者。 但专业人士也表示，这也

代表着操作难度高于以往， 证券公

司也会在开板前进行一些投资者教

育活动，安排讲座等等，还是希望投

资者多多学习，不要盲目操作。

“不建议保守型客户参加科创

板投资” ，黄昊表示，无论是 50 万

元门槛的硬性隔离还是涨跌幅的宽

幅，都适合具有一定风险承受力，具

备一定经验的投资者。

贵阳投资者投资热情高涨

券商表示, 具备 50万元门槛的投资者

是少数， 其他人若想分一杯羹可以通过公

募基金来参与，实现“曲线救国” 。

最近，除了券商激情满怀以外，基金

公司也是壮志凌云。 截至 3月 5日，获受理

的科创板基金数量已突破 10只，另有超 20

只已经上报，推进速度超预期。无论公私募

基金，都对科创板十分期待。

截至 3月 5日， 已有 12只科创板基金

获得受理。 其中，股票型基金有 2只，还有 6

只混合型基金、4只灵活配置混合基金。除了

这 12只已经受理的科创板基金，还有 25只

科创板基金已经上报。

除了专门的科创板基金以外， 存量的

基金也可以参与科创板打新， 中小散户可

以买投资科创板的基金产品间接参与科创

板。 近期，科创板标的选择这块，机构选择

的更多一些，机构也更擅长一些，散户通过

公募来买风险也会相对较小些。 还有就是

购买打新基金， 打新基金首先和机制有关

系，它的定价是市场化定价，所以定价起点

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再加上科创板前五个

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 可能不会有传统

IPO收益稳定。

不过券商强调， 不建议全仓参加科创

板基金， 毕竟一个新鲜事物需要时间去考

验，避免重复独角兽基金的“先热后凉” 。

高“资金门槛”

可变通跨越

一周理财市场

财富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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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