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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大河之声·互联网+金融创新展”
系列报道

探寻中原金融业创新路径
□策划：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执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核心提示 | 上周，
《
“2018 大河之声·互联网+金融创新展”启动》的消息见报后，不少金融机构纷纷表示，今年以来，创新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课题。
尤其是在目前严监管的行业大背景下，金融机构如何在切实执行严监管的同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创新金融服务，是每一家金融机构都要面临的新课题。
2018 金融监管年里，已获得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权的河南金融业将会有哪些新动作？
缤纷五月，大河报推出的“2018 大河之声·互联网+金融创新展”活动将为您一一呈现。

2018 年，河南金融行业的“监管年+创新年”
2018 虽然还未过半，但已被
金融行业称之为
“金融监管年”。
进入 2018 年以来，金融市场
就新闻不断：银保监管机构合一、
资管新规落地、行业监管文件相
继出台、商务部将融资租赁、商业
保理和典当行业职责划给银保监
会……每一条新闻对金融行业都
是重磅信息，无疑，
“严监管”将成

为 2018 年中国金融业的热词。
让金融监管迈入全新的时代，
金融业也正在发生着全新的变
革。具体到河南的金融行业，创
新的步伐似乎更快、更稳，也更具
主动性。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文，河南、浙江等六省（市）因金融
生态环境、金融秩序工作成效较
好，其金融改革创新将获得政策

重点支持。2018 年，一行两会将
支持河南等 6 省（市）或其辖内地
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
试验区等方面给予重点考虑和支
持，在相关领域加大再贷款、再贴
现的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上述地区开
设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行“双创”公司债券、绿色公
要，更好地发展实体经济，同时防
司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
范化解金融风险，
做到稳中求进。
“目前来看，金融改革试验区
“2018，对于金融行业来说，
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类似，都是我
既是监管年，也是创新年。”一家
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本土金融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分，是推动金融系统开放的重要 “如何用好政策，一边做好金融体
平台和窗口。”业内人士分析说， 制改革创新，一边做好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试验区重点是怎么改革
的风险控制，是目前及未来一段
发展适应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需
时期内金融机构的工作主题。”

银行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场景
予以展示。
另一方面，产品创新也使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越来越
强。近日，交行创新小微金融业
务，总行专门配置小微业务专项
信贷规模，按进度逐月增加专项
规模投放额度，其中实质性贷款
投放规模上不封顶，不受限制，以

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创
新举措迎来行业内外的一致叫
好。
创新路上，捷报不断。金融
创新，如何服务大众民生，怎样赋
能中原经济？此次大河报特推出
的“2018 大河之声·互联网+金融
创新展”活动中，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将走进银行、保险、信

金融创新，变化就在您身边
“可以预见的是，正在发生着
一方面，金融+科技，正为金
的金融创新，不仅将是传统金融
融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让金融
业的一次大变革，也将对普通人
服务愈加便利。以平安银行为
的金融消费习惯带来深远的影
例，5 月 13 日，平安智慧生态快闪
响，老百姓的日常金融消费将日
店在全国 30 家平安银行零售新
趋便利、安全、多元。”采访中，这
门店及 23 家传统网点与客户见
一观点已成为业内共识。
面。平安银行联手平安集团，将
而这些变化，正在我们身边 “医疗、汽车、金融、房产”四大生
悄悄发生。
态圈的相关金融服务，通过平安

托、证券公司、期货、第三方理财
等金融机构，为您展示河南金融
业的创新成果，与河南金融业一
起探寻未来金融改革创新的新路
径、新方向。
“2018 大河之声·互联网+金
融创新展”，
等您来参加。

中原证券投资顾问王嫱:

“独角兽”想象空间大 但多数已过高速发展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5 月 4 日，由大河财立方和中原证券联合出品的《
“金融下午茶”第五期：
“独角兽”的由来》推出之后，短短 24 小时之内点击量超过 50 万，这
也让其主讲者——中原证券桐柏路营业厅的投资顾问王嫱成为了圈子内的“网红”。
为了让大家更准确地认识“独角兽”企业，5 月 9 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对王嫱进行了专访，请她谈一谈她眼中的“独角兽”以及投资理念。

从“小白”
到“网红”的王嫱：
“独角兽”多数已过高速发展期
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每
一个个体取得成绩的背后，都会
有很多常人看不到的付出与努
力。这，在王嫱身上体现得特别
明显。
2014 年，王嫱正式成为中原
证券的一员，
而她在中原证券的第
一个岗位则是桐柏路营业厅的一
名客户经理。如今，
已经获得投顾
资格并在投顾岗位上大放异彩的

王嫱回顾那段经历，
感触颇多。
“因为兴趣，让我选择了这个
行业，但刚进入行业时，自己真的
是一个小白。在领导和同事们的
帮助和指导下，我迅速地适应了
角色，也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在
2017 年申请注册投资顾问。”
近段时间，由于政策层面“支
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以
及未来“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

制度创新战略发展等系列政策利
在这些企业的关注度非常高，药
好的影响，
“ 独角兽”概念成为行
明康德的快速过会上市，或许将
业内的热点，引起了全社会的广
迎来‘独角兽’企业加快上市的时
泛关注。
代。从药明康德的发行市盈率来
不过在王嫱看来：
“‘独角兽’ 看，新股发行时，其募资金额从
概念股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受
57.4 亿元大幅缩减至 21.3 亿元，
到了政策环境的持续向好。”
发行市盈率为 22.99 倍，没有超
过 23 倍 的 IPO 市 盈 率‘ 高 压
“近期首家‘独角兽’公司药
明康德在 A 股上市，在后期或许
线’。如果以此市盈率为后续的
会再掀起阵阵‘独角兽热潮’，现 ‘独角兽’企业上市确定标杆的

话，
‘ 独角兽’企业的想象空间将
变得非常大，在 A 股市场的炒作
也将持续升温。但是需要投资者
注意的是，大多数‘独角兽’企业
已经过了高速发展期，它们本身
估值与市值都已经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上涨，如果回归 A 股市场后，
还需要我们结合上市公司的基本
面重新思考投资意义。”王嫱表
示。

目标。”
王嫱说。
此外，在王嫱看来，股票投资
最大的诀窍其实就是不断学习。
王嫱建议，投资者应通过理
论学习结合实战来提高自己的投
资能力，比如说基本面分析，怎么
读公司财报，怎样从政策导向中

巧的，我会在营业部的投资者学
院进行交流分享，也会在财立方
后续的金融下午茶栏目分享给大
家，请大家多多关注大河财立方
的金融下午茶栏目。”
王嫱说。

投顾建议：投资应谨慎，
莫偏信所谓的高手与股神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博和
微信上经常会出现荐股的股神，
但在王嫱看来，
“ 面对股神，投资
者要提高警惕心”。
“有句话可能大家已经听腻
了，但我还是要说：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希望投资者能理性

投资，合理配置资产，杜绝侥幸心
理，通过正规的机构参与投资市
场。投资理财是一门学问，不要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盲目跟
风，而是要通过学习实践来积累
投资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
防范风险，达到财富保值增值的

找热点，基础的技术分析，怎么看
K 线图，怎样通过技术指标捕捉
投资机会等，只有系统地学习分
析方法，才能在实战中培养出自
己的投资思路与交易习惯，形成
适合自己的投资风格。
“当然，我也是有些投资小技

贷款
“量身订制”一个电话全搞定！
——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免费接受贷款咨询
想装修，想结婚，想买车，想旅游……
钱包里却是大写的余额不足，缺钱很多人
都遇到过，但借钱却有很多人找不到门
路。找熟人借款？欠人情；找民间借贷？
套路多；找银行？不知道哪家政策最合
适。怎么办？要是有一个地方能把多家
银行的贷款政策一次性说清楚、讲明白该
有多好！少跑冤枉路，
省心、省事。
别 着 急 ，这 些 现 在“1 个 电 话 全 搞
定”——大河阳光理财俱乐部作为大河报

旗下品牌，坚持践行普惠金融，专注于让
会员享受更便捷的投融资信息咨询服
务。即日起俱乐部免费接受各类贷款业
务咨询，并根据您的情况，
“ 量身订制”最
优贷款方案，告别猫腻，远离套路，以专业
规范的服务让贷款简单起来。
大 河 阳 光 理 财 俱 乐 部 创 立 于 2015
年，3 年来以稳健专业的服务，惠及数千会
员。这里的贷款业务数据库丰富，与多家
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

行）都有良好合作，专业高效，规范透明，
综合成本低，
业务办理快，
值得您的信赖。
现俱乐部已免费接受各类贷款咨询服务，
主打房产抵押贷款、个人信用贷款，既接
受业务的详细咨询，也有合作的专业服务
办理团队，欢迎您随时致电或上门了解。
特别提醒：我们只与正规金融机构合
作，
利息低、安全合规放款快。
咨询方式：
1.0371-61171939、
18537165959

2. 扫 描
关 注“ 大 河
财富官微”，
点 击“ 贷 款
咨询”，输入
相关信息即
可。
咨询地址：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
叉口向西 100 米路北大河报广告中心（纬
一路小学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