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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
对市场各方提出更高要求

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改
革方案近日出炉。透过方
案，市场各方意识到这项意
义重大的增量改革即将给中
国资本市场生态带来变化。
业界认为，科创板和注册制
试点将对相关上市企业和中
介机构提出更高要求。对于
投资者来说，也意味着需要
更专业的投资能力。

根据改革方案，科创板
的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应确保
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中介
机构应保证招股说明书中与
其专业职责有关的内容及其
出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
整。发行公司股票的价值判
断和投资决策留给市场来决
定。

科创板上市企业需要更
加全面地披露各项资料。在
此基础上，由市场对企业的
财务指标、科技创新能力、
业务发展空间、行业地位等
多维度进行考量。因此，注
册制试点对上市企业带来了
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具备
核心竞争力，且拥有广阔发
展前景的公司才能够在科创
板的发行阶段和二级市场阶
段有好的市场表现。

与此同时，保荐企业上
市的中介机构如何发挥好
“把关人”的作用也将成为
重点。在注册制试点下，发
行人和中介机构需要对申报
文件承担更关键的责任。市
场根据各中介机构出具意见
的各类申报文件进行投资决
策，这就对中介机构的执业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业内人士指出，科创板
上市企业大部分具有业务创
新的特征，如何合理披露和
反映上市企业的创新业务，
使申报文件在相关准则和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真实体现科
创企业的价值，需要中介机
构具备更强的专业能力。

在华菁证券投行业务负

责人魏山巍看来，从成熟
市场经验看，中介机构在
IPO定价引导方面起着关
键作用，与发行人的沟通
从始至终贯穿于发行定价
的整个流程中。

“科创企业的商业模
式不尽相同，无法套用单
一和传统的估值模型。中
介机构需要更强的行业理
解能力、研究能力，从而
通过专业的估值方法向市
场传递更专业的定价判
断。”魏山巍说。

值得关注的是，科创
板拟允许发行人保荐机构
的相关子公司等主体作为
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
售，并设置一定的限售
期。也就是说，券商保荐
企业上科创板，需要和投
资者一样拿出真金白银来
买所保荐企业的股票，这
也是为了让券商更尽责，
成为压实中介责任的重要
制度设计。

投资者是科创板的重
要参与方。上交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科创企业商业
模式较新、业绩波动可能
较大、经营风险较高，对
科创板投资者的投资经
验、资金实力、风险承受
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科创板设置了
一定的投资门槛：个人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
易，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
的资产不低于人民币50
万元并参与证券交易满24
个月，中小投资者可以通
过买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
科创板投资。专家建议，
投资科创板需要更专业的
行业判断力、风险辨别
力，个人投资者由于投研
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最好
通过专业投资机构参与。

据新华社 “幸运车位”带来幸运大奖
河南彩民中得大乐透6366万元

江苏彩民收获双色球768万元大奖
1月3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014期开奖，开出的中奖号码为：红球
01、02、03、14、19、33，蓝球03。

当期全国开出 7 注一等奖，单注奖额为
768 万多元。这 7 注一等奖分别被江苏、辽
宁、广东等多个省份的彩民朋友中得。江苏省
本期喜中 1 注一等奖，被南通的幸运彩民中
得。该中奖票售出于南通市经济开发区长青沙
文峰超市编号为 32060458 的福彩投注站，出
票时间为 1 月 31 日 18 点 33 分 11 秒。这是
一张花费 10 元的机选票，其中 1 注号码与开
奖号码完全相同，除了中得 1 注一等奖外，还
同时中得 4 注六等奖，中奖金额合计 768 万
多元。

继本月双色球第2019004期和2019005苏
州、南通、泰州等地彩民陆续擒下共 5 注一

等奖后， 2019 年江苏彩民至此已经收获了 6 注
双色球一等奖。

当晚全国除产生7注一等奖外，还开出168
注二等奖，单注奖额为13 .9万多元。

据江苏福彩网

证监会1日表示，已针对日
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
记者招待会”的谣言进行调查。
初步查明，陈某、林某、王某等
人及相关媒体平台涉嫌编造传播
“新任证监会主席记者招待会”
等虚假信息。

证监会表示，少数不法人员
利用自媒体肆意发布虚假信息，
经有关媒体网站转发后迅速传
播，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社会影
响极为恶劣。陈某、林某、王某
等人及相关媒体平台涉嫌编造传
播“新任证监会主席记者招待
会”等虚假信息，违反证券法有
关规定。下一步，将严肃追究相

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涉嫌犯
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据介绍，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是证券期货法律法规严格禁
止的行为，历来是证监会稽查
执法打击重点。近年来，证监
会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坚决查
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
2016年以来共办理相关案件
17起，依法做出行政处罚13
起，对同花顺网络、曾改雄、
曹磊等进行了严肃查处；2起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采取治安处
罚措施。

据新华社

证监会出手！
调查“证监会主席记者招待会”谣言

1月19日，体彩大乐透第2019008期开
奖。当期一等奖开出15注，其中，4注为1018
万元（含381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
奖，11注为636万余元基本投注头奖。非常幸
运的是，河南三门峡购彩者收获其中10注基
本头奖，中奖彩票为一张20元10倍的单式倍
投票，总奖金6366万元。

就在大家还在猜想巨奖到底花落谁家的时
候，1月28日上午，这位幸运儿终于现身河南
省体彩中心，低调领取了巨奖。在兑奖室里，
记者见到了巨奖得主董先生（化名）。

据董先生介绍，1月19日当天，他去三门
峡体育局附近办事，停车时没有找到停车位，
最后幸运地在一家体彩网点门口找到了一个停
车位。“停好车之后，我临时起意想去买注彩
票，于是让销售员给我机选一注，看了看号
码，觉得不太满意，就让销售员重新机选，结
果号码还是不尽如人意，销售员索性直接打出
来 5 注号码让我从中间选。”最终，董先生
选出“ 03 、 08 、 17 、 20 、 24+06 、
11 ”这一组号码，让销售员打了一张 10 倍的

票给他。
开奖第二天，董先生去银行存钱，掏钱的

时候，前一天买的大乐透彩票掉了出来，“存完
钱坐回车里，我就拿手机查询开奖号码，这么一
对，当时就震惊了，我马上给后座的媳妇说中奖
了，她还开玩笑说：‘中啥奖了，再来一瓶吗？’”

确定自己真的中奖后，夫妻俩调整好心
态，本来商量过完年再去领奖，但是后来看到
省体彩发布的大奖寻人新闻，再三考虑后还是
决定尽早去领奖。

据网易彩票

小伙捡票守号守中47万元大奖
新年伊始，新年新气象，最开心的莫过于

财神爷的突然降临。对于小伙子王先生（化
名）来说，新年确实是肥年的象征。 1 月 27
日，中国福利彩票第2019012期开奖号码是：
07、10、21、23、31、33—14，当期全国中
出头奖2注，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二等奖中
出55注，单注金额47 . 26万元，广东中出11
注，其中1注花落阳江市江城区安宁路福彩
44140120站，幸运得奖者就是王先生（化
名）。

王先生是一名 90 后，从接触福利彩票到
现在也就两三年时间。平时投注他从不注重什
么技巧，多数是机选，由于自己不动脑，所以
经常喜欢随手捡人家的旧彩票照打，很喜欢
10 元 5 注的投注方式。两个月前，他前往站
点购买彩票，当时里面人很多，在等候打票的
时候，他看见地面上有一张废彩票，于是便顺
手捡起来，让销售员按这张彩票打票，之后每

次购彩，都是照着这张彩票重打，他觉得这样
购彩非常省心省事。因为他认为，中不中奖，
那绝对是运气的事，花心思去选号码没有太大
必要。

29 日，王先生来到福彩投注站，拿出上期
彩票兑奖准备重打时，却被销售员告知此票已
中了大奖，在投注站里无法兑奖，只能到市福
彩中心。幸福来得太突然，小王拿着那张彩票
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激动得连当期
的彩票也忘记打了，便匆匆回家报喜。

1月30日一早，王先生赶到市福彩中心兑
奖。他开心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是打工一
族，刚出来工作没几年，和女朋友也到了谈婚
论嫁的阶段，一直想供套新房子准备结婚，但
苦于没有首付款，现在有了这笔钱，这个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他说：“看来今年确实是我的
幸运年，真心感谢福彩。”

据广东福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