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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生风新一年，你打算如何投资理财，持有期货、投资股票，炒外汇或“纸黄金”，还是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随着河南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个问题关注度日益提升。

2月7日，虎年新春上班第一天，本报记者探访期市、汇市、股市、基市等不同金融市场，连线北京、上海、深
圳、郑州四地投资机构专家，从普通百姓的视角，回答财富增长的基本问题。③6

投资者常说，“不要把鸡蛋

都装在一个篮子里”。针对不同

的资产配置要求，记者新春走基

层探访不一样的金融市场，看到

不同领域的合格投资者正在“量

体裁衣”，或起投金额低至 1 元，

或入金 50 万元验资，在期货、外

汇、股票、基金等多种“篮子”里

自由买卖、一试“牛刀”。

2022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河南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

步。对于金融部门而言，如何更

好地让百姓共享经济发展的红

利？作为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主战场”的投资理财市场，将迎

来更多机会。虎年开市下的金

融市场众生相，不仅显现出强劲

的投资理财需求，也表达出热切

的财富管理诉求。

近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发布的《共同富裕视角下的中

国普惠型财富管理市场研究报

告》，在业内首次提出了“普惠型

财富管理”的概念：主要面向中

低收入群体，产品具备低成本、

易获取、高透明、标准化和风险

合理等特点。新概念的提出，一

方面说明财富管理已经不是高

净值人群的专属服务，另一方面

说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

稳步增加。

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

支配收入之比例，是衡量地区居

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尺。国家

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1 年全省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为 1686 元，财产净

收 入 占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重 仅 为

6.3%，对 收 入 增 长 拉 动 作 用 较

小。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

入，前提是有一个制度完善的资

本市场，促进发展和依法规范并

重，致力于开发与各类居民需求

相匹配的金融产品。

据 估 算 ，2022 年 河 南 地 区

生产总值将站稳 6 万亿元台阶，

人均生产总值近 9000 美元。此

外 ，河 南 居 民 恩 格 尔 系 数 近

20%，已达联合国富足标准。这

或许意味着，中低收入群体资产

管理规模将迎来一轮爆炸式增

长，资本市场在居民人均财产净

收入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财富管

理也将成为刚需。

面向未来，河南从全面小康

迈向共同富裕，将经历从增长到

分配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力和

健全普惠型财富管理市场，提供

更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有

利于满足中低收入群众不同阶

段的理财需求，提高居民人均财

产净收入及占比，让百姓“钱袋

子”真正鼓起来。③6

□本报记者 李鹏

随着国家政策不断优化和完
善，逐步开放外汇市场已成为汇率
改革工作的重要方向，外汇理财颇
受关注。然而，记者走访发现，近
期受疫情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人民
币理财却更为走俏。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灵活收
益……当前，正值金融机构“开门
红”活动，我省各家银行也都推出
了种类繁多的人民币理财产品。

“这段时间走亲访友，正是用
钱高峰期，所以我会倾向时间较短
的灵活理财，只是好的短期理财产
品还不够丰富。”上班族张女士对
记者说。

同时，今年的理财市场还有点
不一样。2018年 4月 27日，中国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国家
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
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但在
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很多银行仍
然有一些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存
量，所以为了实现政策的顺利过
渡，当时监管部门给出了两年过渡
时间，后来过渡期又延续一年时
间，到2021年年底结束。这意味着
从 2022年 1月 1日开始，资管新规
正式全面落地，以后银行理财产品
将不能保本保息，而是打破刚兑、
回归本源。

“看到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很
多客户可能担心去银行购买理财
产品会有安全风险，因此应该进行
存款还是购买理财产品，很多人犹
豫不决。”相关业内人士解释，资管
新规落地是为了更加规范银行理
财产品，让客户识别风险，从而保
障资金更加安全。③6

□本报记者 孔学姣

2月 7日一早，在位于郑州市郑
东新区的中金汇融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办公室内，工作人员或忙
着开视频会议，或紧张地盯着电脑
屏幕。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承担着优质项目“外引内联”
的使命，助推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

“带资入场”、发展壮大。而中金汇
融就是这只基金的“大管家”。

“我们坚持以专业化判断筛选
优质标的，以产业化思维引入重大
项目，以市场化运作获取合理回
报，重点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节
能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科技创
新。”中金汇融副总经理毛子炜告
诉记者。

深挖河南资源。通过股权投
资、产业赋能，中金汇融帮助被投
企业对接上下游客户、对接金融机

构、对接资本市场，培育并推动了
百川畅银、科隆新能源、中钛新材
料、沃特节能、众智软件等一批本
土企业快速发展。

引入外部企业。通过股权投
资引进产业资源，引导推动了旭阳
高端盖板玻璃、锐杰微芯片封测、
湃生生物再生材料、新石器无人车
制造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河
南。“2020年落户安阳的克能新能
源已实现 1GWh 锰酸锂电池全面
投产，成为多家知名共享电动车公
司的主要供货方，未来还将打造国
内最大的轻型锰酸锂动力电池生
产基地。”毛子炜介绍。

新年新气象，中金汇融将紧抓
我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
机遇，重点布局产业链“卡脖子”技
术、新一代技术，持续“外引内联”
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企业，把我省的
产 业 基 础 优 势 转 变 为 产 业 链 优
势。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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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理财更走俏

“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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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总行级（北京）出国金融国际规划师 张翔

“出口韧性+资金流入”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加之春节

前季节性结汇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一度走强，近期达 18 年

来最高点。

关于人民币的后续走势，专业人士认为，待结汇力量充

分释放及美联储加息预期，人民币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阶段

性贬值的压力。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会有提前兑

换的意愿，但是从投资角度来看，美元产品相对于人民币银

行理财来说收益普遍较低，且外币兑换有一定成本，因此从

产品投资收益与率差收益对比角度来看，人民币理财型投资

产品会更具吸引力。③6（本报记者 李鹏 整理）

资金浇灌“产业之花”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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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生活基金（深圳）负责人兼投委 徐超

中金汇融在管基金规模已达到 227 亿元并且还在增长，

所投资企业既有国内标杆型民营企业，也有在各自行业居于

领先地位的国有企业，同时覆盖了众多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是央地合作基金模式的成功尝试。

近年来，各地纷纷加大了产业引导、资本招商力

度。受此鼓舞，河南省有一批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内

引外联，在新能源、新基建领域吸引了一批

被投企业落户河南，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投资赋能科技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③6

（本报记者 孔学姣 整理）

□本报记者 胡舒彤

2月 7日，春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市
场涨势喜人，代表新兴行业“风向标”的科
创板表现不俗。

中原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把科技
创新摆在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背景下，科
创板肩负着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使命。新年实现“开门红”，也表明
科创板正为更多投资者所关注。

科技型企业受资本青睐，股票发行注
册制发挥了作用。该负责人介绍，注册制
的实施，提高了上市标准的灵活性，放宽
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门槛，使更多优
质企业能够享受资本市场的融资服务，从
而加快自身发展。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公司是我省首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该公司是国内吸附

类分子筛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综合型
企业，公司产品广泛用于石油加工、煤化
工等领域。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登陆
科创板后，企业不再为资金发愁，可以将
精力都用于产品布局、技术研发上了。

截至 2022 年 1月 25 日，注册制下全
国已累计发行 739 家公司，其中科创板
384家、创业板271家、北交所84家。

作为我省唯一注册在本地的法人券
商，中原证券探索推进“三位一体”金融
服务模式，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所谓“三位一体”即公司
投行保荐企业上市、公司投资板块跟进
和吸引商业银行或社会资本投贷联动的
全方位服务模式，先后全周期支持了省
内外一大批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
一。③9

科技型企业受青睐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研究所（上海）副所长 牟国洪

去年以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国家创新高地建

设绘制出了“规划图和路线图”。河南将着力建设一流创新平台，着力培

育一流创新主体，着力集聚一流创新团队，着力创设一流创新制度，着力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在资本市场，科创板上市公司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成绩最重要的

体现。伴随我省“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深入实施，未来将

会有更多优质科技公司登陆科创板，优质的科创板企业也将借助资本市场

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③9 （本报记者 胡舒
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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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昺南

2 月 7日，是期货市场春节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上午 9点，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四楼的
大屏幕上，记者看到，各个期货期权合约
的报价交易情况开始显示，实时价格不断
跳动，颜色红黄绿相间，令人目不暇接。

截至下午3点收盘，当天郑商所总成交
量达 5842000手，成交额达 26630874.19
万元，持仓达8475106手。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
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表现平稳，市场交
易理性，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开了一个好
头。

此外，从开市表现来看，花生期货和尿
素期货交易价格同目前现货价相比，波动幅
度处于合理范围。这两种期货在表现稳健
的同时，在惠农安农方面也发挥着“强劲”作

用。
2021年 9月，郑商所启动河南省花生

“保险+期货”项目，涵盖桐柏县、正阳县、
开封市祥符区，保障花生规模近 4.25 万
吨。截至去年年底，我省花生“保险+期
货”涉及总赔偿金额为 1529万元，参保的
19496户全部获得赔款，为农民收入撑起

“保护伞”。
“花生‘保险+期货’试点的开展，给我

们提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桐柏县丰
果花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长松说。

为稳定春耕尿素供应、保障粮食安
全，从2020年 12月起，郑商所面向参与国
家化肥商业储备项目的承储企业，推出

“商储无忧”项目试点，为承储企业规避库
存贬值风险提供有力抓手。

寒冬渐远，春暖花开。新的一年，在
期货力量的助力下，沃野千里的中原“粮
仓”将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③9

给期货上惠农保险

□郑州商品交易所商品二部总监 刘鸿君

郑商所将以“保险+期货”为重点，与银行、保险等金融主体深度合

作，持续探索构建“期货+”综合支农惠农体系，开展更多先导性、创新性

试验，总结可复制、易推广、贴近农民需求的综合支农惠农体系。同时，郑

商所通过“商储无忧”项目，帮助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价格波

动风险，锁定利润水平，平稳度过长达 6 个月的化肥储备期，为 50 万吨尿

素的储备保驾护航。新的一年里，郑商所将继续把“保险+期货”和“商储

无忧”作为支农惠农重点，助力农民丰产增收、农资保供稳价。③9 （本报
记者 王昺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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