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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询各银行营业部

“创业板注册制即将实施，请及时

补签新版风险揭示书， 否则影响正常

股票交易。 ” 近日，股民孙先生像往常

一样打开证券交易软件时， 界面出现

了这样的提示。

“最近新增开户倒没有很明显的

变化， 毕竟有两年以上投资经历的客

户，该开通创业板的基本上都开过了。

我们现在主要做存量客户的风险揭示

工作，包括在 APP 上弹出提示，电话、

短信、微信通知客户补签《创业板风险

揭示书》等。 ” 深圳一券商营业部工作

人员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12 日正式公布的《创业板交易特

别规定》， 有几个大的交易制度改变：

一是优化新股交易机制， 上市前五日

不设涨跌幅限制； 二是放宽个股涨跌

幅比例至 20%， 且 800 多只存量个股

同步实施；三是优化两融制度机制，新

股上市首日起可作为两融标的； 四是

引入盘后定价交易方式，15：05~15：30

可以收盘价定价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交易特别

规定》自按照《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发行上市

的首只股票上市首日起施行。

这些改变， 都将直接影响投资者

的现有交易习惯。 多位券商人士表示，

正通过多渠道为投资者“补课” 。

“补签风险提示书，是需要通过我

们的知识测试， 有相熟的老客户找我

说提前给他透个题， 我告诉他知识测

试只是最基本的规则， 这次创业板改

革变动很大，如果不熟悉这些变化，不

提前做好准备， 将很难在这个市场赚

到钱。 后来他系统学习了新规，这才知

道创业板要发生很多变化。” 一位券商

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有投资者表示， 今后创业板个股

涨跌幅变成 20%，个股波动加大，再加

上退市新规增加了市值要求， 连续 20

个交易日市值低于 3 亿元就会被强制

退市，炒小炒差容易中招，会更加关注

上市公司的质地。 有融资客坦言他的

想法是新规后一心求稳， 涨跌幅放大

到 20%， 对专业能力要求会非常高，

“极端情况下，一两天就可能穿仓” 。

新规对投资者的专业经验和风险

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上

市规则对新入市投资者增设准入条

件，要求要有 2 年投资经历，且 20 个

交易日日均市值不低于 10万元。 监管

部门表示，增设准入条件，并不是将不

符合要求的投资者拦在创业板大门之

外， 这部分投资者可通过认购公募基

金等产品的方式参与创业板投资。

据《证券时报》

4500万存量投资者待“补课”

创业板交易制度全面升级

6 月 12 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方案全面出炉，直接带来二级市场变化的当属交易制度的变革，与

之密切相关的创业板股票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同步公开，4500 万存量投资者有待“补课”新规则。

链接

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之

后，什么样的企业能在创业板上市，而

什么样的企业又不能呢？《创业板企业

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为此

设定了负面清单。

根据其第四条规定， 属于中国证监

会公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年修订）》中下列行业的企业，原

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

（一）农林牧渔业；（二）采矿业；

（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四）

纺织业；（五）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七）建筑业；（八）交通运

输、 仓储和邮政业；（九） 住宿和餐饮

业；（十） 金融业；（十一） 房地产业；

（十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不过，上述企业如果与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自动化、人工智能、新能

源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深度融合，成为创新创业企业，是可以

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的。

由此可见，创业板的定位非常明

晰，结合以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为主的板块特征，主

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并支持

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深度融合，以此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第一财经

注意了，房地产、金融等 12类原则上将来不能在创业板上市

银行大促

个人消费贷利率有优惠

记者近日了解到，除

了工行，中行、招行等不

少银行最近都开始在个

人信用贷款领域发力，不

约而同地采取了向目标

客户提供优惠利率的

“促销”手段。

“融 e 借” 是工行面向个人

客户推出的无抵押、免担保、纯信

用的个人贷款业务。 今年春节前

后， 工行多家分行都对外发布消

息，“融 e 借” 统一执行年利率

4.35%，利率甚至低于个人住房贷

款。 但是实行“白名单” 制度，只

向事业单位、国企、金融机构的员

工定向推送。

记者昨日在招行 APP 上看

到，招行即将于 6 月 22 日启动闪

电贷“提款礼”活动，利率最低可

达 3.96%。 当然能参加活动的客

户也要符合一定条件。根据规则，

深圳、北京、上海、南京等 24 个城

市的客户， 如果在今年 5 月 1 日

至 6 月 19 日成功获得闪电贷额

度或者 4 月 20 日闪电贷额度为

0的受邀客户都可以参加。

易居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0 年 5 月份，64 个城

市首套房贷利率为 5.43%， 和 4

月份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自年初

以来， 房贷利率处在持续下行的

空间内。根据最新一期的 LPR报

价出炉，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的 LPR为 4.65%， 计算

后北京地区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最

低为 5.2%。 虽然消费贷款一般是

短期的，房贷是 5 年以上的，“大

促” 之后，一些银行的个人消费

贷利率的确比房贷利率更低了。

张女士发现“借呗” 额度为

10 万元，利率为每日万分之 2.5。

京东金条额度 20 万元，日利率也

是万分之 2.5，大致相当于年利率

9.125%。微信的“微粒贷” 可借额

度 20 万元， 日利率为万分之 3，

相当于年利率 10.95%。 即使工行

融 e 借没有下调之前的利率

5.6%， 或者招行闪电贷给张女士

的正常利率 6.48%， 秒杀互联网

平台的贷款利率。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

师李万赋指出， 与互联网消费信

贷比， 银行个人信贷额度高利率

低，且便利性上相差不大。但银行

个人信贷对客户的资质要求往往

较高。从促销活动来看，各家银行

还是最青睐自己“白名单” 上的

优质客户， 很多优惠只是定向推

送。 而且，从活动规则上看，这些

优惠利率主要是针对没有办过信

用消费贷款的新户。

据《北京青年报》

多家银行推优惠利率

个人信贷利率低但门槛高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