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段丁

时时财经

Real_time finance&economics

叠

B

发

财

狮

子

2020.6.30��星期二

活动开展期间，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各

营业网点以厅堂为阵地，在网点门楣 LED

屏滚动播放“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

是陷阱” 等宣传口号， 在营业大厅显眼

位置张贴宣传海报， 在公众教育区摆放

宣传资料； 大堂人员向客户派发宣传折

页并讲解金融知识要点， 尤其是向老年

人、家庭妇女、务工人员重点普及社会上

存在的电信网络诈骗、 非法集资等金融

陷阱。

除了网点阵地宣传， 光大银行广州分

行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积极探索新型宣

传方式。 该行充分发挥员工潜能，将员工

制作的动画、快板、推文和拍摄的小品做

成短视频，通过官方公众号、短视频等线

上渠道进行广泛传播，以群众乐于接受的

趣味方式进行宣传，有效提升活动效果。

该行辖内白云支行员工围绕个人信息

保护、 防范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等主题，

自编自演“小薛快板”短视频；分行营业部

员工结合真实案例制作剪纸动画小视频，

通过“以案说险”的方式普及个人信息安

全知识，提醒消费者保管好重要证件和个

人敏感金融信息，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黄

埔花园支行行长亲自出镜讲解理财相关

知识；海珠、较场西路支行等网点员工出

演拍摄金融知识小视频；针对较多人关心

的存款保险制度，该行用简明易懂的画面

和文字进行阐述；针对疫情期间经营困难

的公司和个人， 该行特地拍摄征信小品，

在宣传国家助力复工复产政策的同时，也

普及了征信的重要性。

在活动期间，该行还积极参加“金声粤

韵———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网

络直播宣传活动， 这是广东金融界的大

胆创新，将金融知识文艺宣传搬到“云”

上，联合十七个头部平台进行直播，吸引

了超过 858 万人在线观看。 众多网民朋

友在欣赏节目的同时， 了解了更多的金

融知识。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相关人员表示，“在

数字金融时代，金融知识的宣传也必须与

时俱进，不再局限于在活动场所派发宣传

单，而是通过制作生动有趣的宣传作品在

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传播，更广泛、更精

准地实现知识投放， 切实提升宣传效果，

帮助人民群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开展“普及

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活动

2020 年 6 月， 光大银行

广州分行组织全辖网点（含社

区银行）开展“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宣传活动。 活

动针对金融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引导社会公众学习自身亟

需的金融知识，了解金融支持

政策，倡导理性消费和科学理

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守住

“钱袋子”，助力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

新三板精选层迎来首批8只新股

如何“打新”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新三板精选层将在本周迎来首批 8 只新股，如何“打新”也成

为市场关注热点。 在市场分析人士看来，新三板精选层作为我国多

层次资本市场今年的一个重头戏和新生板块，首批“打新”也注定

会和科创板、创业板“打新”一样是无风险套利的大好机会。 不过，

收益到底有多大， 还要取决于个股公开发行的定价和精选层挂牌

上市的二级市场表现。

新三板精选层“打新”将至

新三板精选层首批发行新股来

了。 根据目前发行安排，本周新三板

精选层将有艾融软件、 颖泰生物、同

享科技、球冠电缆、佳先股份、方大股

份、苏轴股份、贝特瑞等8只新股开启

申购。

具体来看，首批新三板精选层新

股7月1日~3日发行，分别是7月1日发

行的艾融软件、 颖泰生物，7月2日发

行的同享科技、球冠电缆、佳先股份，

以及7月3日发行的方大股份、苏轴股

份、贝特瑞。

与A股新股上市相比， 新三板精

选层新股又有哪些不同？ 北京南山投

资创始人周运南向信息时报记者表

示，一是新股公开发发行价的确定方

式不同，精选层有定价、询价和竞价

三种方式，A股是询价和定价两种；二

是新股认购方式不同，A股是市值加

信用认购， 精选层是纯现金认购；三

是限售不同，A股的新股是上市前的

股票全限售，精选层是新股和部分老

股一起上市同时流通；四是涨跌幅限

制不同， 精选层是首日无涨跌幅限

制，之后是30%的日涨跌幅，与A股不

同。

不过，新三板打新也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参与， 要有一定开户门槛，其

中精选层要有100万才能开通， 并且

要开通前10个交易日日均金融类净

资产大于100万元。 据全国股转公司

披露数据，截至6月19日，新三板合格

投资者开户数已达116万户， 单日最

高开户数达4万户。

网下投资者报价较为理性

据了解，6月23日，拿到首批通行

证的颖泰生物和艾融软件正式开始

发行询价。 据全国股转公司介绍，总

体来看， 网下投资者报价较为理性，

较好地发挥了专业投资者定价能力

强的优势。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为进

一步加强网下投资者管理，持续压实

网下投资者自我管理责任，全国股转

公司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将继续加强

监管协作，对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切实维护市

场秩序，为新三板公开发行改革顺利

实施保驾护航。

全国股转公司也提醒网下投资

者应坚持专业操守， 加强内部管理，

建立健全必要的投资决策机制，严格

执行报价操作流程、报价信息复核机

制， 按照《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要

求，深入分析发行人信息，在充分研

究基础上，理性报价、合规申购。

新三板精选层充满投资机遇

新三板精选层“打新”将至，投资者

该注意哪些问题？ 周运南向记者表示，一

是网下投资者不能以二级市场思维或者

二级市场定价模式来参与网下询价时的

报价； 二是网下投资者不要放杠杆来询

价，因为如果报价入选，必须先实缴参与

网下认购，否则将列入黑名单；三是网上

投资者，如果资金量少就应该在 9：15 分

开始尽早报单，以力争配到 100 股。

在周运南看来， 新三板精选层作为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年的一个重头戏

和新生板块，首批“打新”也注定会和科

创板、创业板“打新”一样是无风险套利

的大好机会， 无风险是肯定的但收益有

多大， 还取决于个股公开发行的定价和

精选层挂牌上市的二级市场表现。“作为

当前市场上的新三板投资者， 都非常看

好首批‘打新’的赚钱机会，所以很多账

户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投资者们，正

在积极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沪深两交易

所申请开通网下打新权限， 并积极筹备

资金参与网上或网下‘打新’。 ”

周运南告诉记者， 精选层对投资者

来说，无疑是个更好的投资机会。 在他看

来，新三板精选层具有节奏快、无限售、

无个税、见效快等优势。 其中，节奏方面，

精选层未来的辅导期、审核期、发行期可

能相对于 IPO 来讲，在时间上更短、流程

上更快、公开发行上更简捷，从辅导到精

选层挂牌上市可能只需 6 个月。 这相对

IPO 长期排队来讲（个别科创板企业除

外），节约了很多成本。

安信证券新三板首席分析师诸海滨

近日在“新三板精选层公开发行与投资

价值前瞻云峰会”上也表示，精选层首批

企业“打新”增厚收益可观，建议积极参

与， 这主要考虑到首批企业流程时间较

紧，可参与“打新”的机构及投资人较少，

收益率也在较高区间， 但后续随着数量

增加， 收益率或逐渐下行。 据诸海滨测

算，中性假设下，首批“打新”收益率或在

1%~2%，年化收益或在 4%~8%之间。

1

、个人投资者参与门槛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通权限前

10

个交易日日均金融类净资产

≧

100

万且具备

2

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

2

、交易规则

连续竞价交易，

30%

涨跌幅。 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3

、申购数量

100

股及其整数倍，且不超过

9999.99

万股。

4

、

100%

中签

精选层“打新”实施比例配售原则，中签者最低获配数量为

100

股。

5

、“打新”时间越早越好

申购时间：申购日的

9：15~11：30，13：00~15：00

。

6

、不需要市值，需全额缴款

新三板“打新”没有市值要求，但需要投资者“打新”时全额缴付申购资金。

待获配股数确定后退回多缴款项，缴款至退款之间间隔约两个交易日。

7

、并非稳赚不赔

精选层“打新”并非稳赚不赔，申购时需注意风险。

参与新三板“打新”的注意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