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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李
赞）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为提高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
保障水平，近日山东省财政预拨
2015年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71 . 9亿
元，按照省政府自2015年1月1日起
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
准由每人每月不低于75元提高到85

元的决定，提高一成多。
据了解，山东省此次提高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后，比国家规定水
平高出15元，这是山东省连续第四
年提高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此次
预拨的71 . 9亿元资金是在年初省级
预算安排30 . 04亿元的基础上，山东
省财政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安排的。
据统计，截至2015年2月底，山东省
领取居民基础养老金人数达1368万
人，按每人每月基础养老金提高10

元计算，各级政府年需增加财政支
出16 . 4亿元，这项民生性增支主要
通过财政增收、压减一般性支出或
专项资金、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和上级转移支付等来解决。

本报记者 刘相华

近日，全国首家“爱心微商”联
盟巡展活动走进临沂，指导该市近
400名残疾人朋友微商经营。

微商是企业或者个人基于社会
化媒体开店的新型电商，主要分为
两种：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微商成为
B2C微商，基于朋友圈开店的成为
C2C微商。

据悉，此项活动由广州婷采化
妆品有限公司发起，主要面向全国
六千万残疾人，通过目前最受关注
的微商创业模式，利用社交平台，扶
持全国第一批成功创业的“残疾人
微商领头羊”，给予他们帮助并展开
微商创业。

本报济南4月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李
健） 6日，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近日，山东省财政设立的省级天
使投资引导基金首期出资2亿元，拟
参股设立6-7只天使投资基金。

为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在全省营造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2015年，山东省财政设立了省级天
使投资引导基金。

日前，山东省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作为省级股权引导基金管理机构
已经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正式
启动了参股子基金的公开征集工
作。引导基金首期出资2亿元，拟参
股设立6-7只天使投资基金，省级以
上高新区政府出资的将予以优先支
持。

“新三板公司现在有2000

多家，以后会更多，其中不乏有
特色的细分领域公司，而且估
值较低。在创业板供给有限的
情况下，从新市场挖掘这些有
潜力的公司，未来收获会很
大。”市场投资人士表示。

事实也是如此，新三板总
市值可谓一天一个台阶地上
涨。三板成指从今年3月中下旬
推出至今，涨幅已超过50%。个
股方面，目前已经有六只涨幅
超过10倍，涨幅超过一倍的股
票多达160只，其中华盛控股创
下了22个交易日股价大涨89倍
的神话。

不过，头脑发热的投资者
可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按规
定，理论上企业只要有连续两
年经营记录就可申请到新三板
挂牌。然而统计显示，新创企业
中，绝大多数熬不过前三年，这
意味着不少挂牌企业以破产告
终，投资者将血本无归。

最近几个现象在投资界流
传，参与定增拿到筹码后，由于
没有锁定期，增发流程结束后
即抛售退出，实现套利，“只有
退出才能拿到收益、才能拿到
奖金。”另外，一些新三板公司
正在兜售壳资源，报价在1500

万-3000万元不等。
上述现象的存在，难怪乎

全国股转系统提醒投资者关注
投资价值的同时勿忘投资风
险，保持理性投资心态。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新华社上海４月６日专电（记者 潘清） 近日
证监会又为３０只新股颁发“准生证”，意味着Ａ股
再度迎来ＩＰＯ潮。在新股上市高开高走、“赚钱效
应”持续显现的背景下，专事打新的基金产品获得
不少投资者的青睐。

伴随证监会下发今年第四批ＩＰＯ批文，２０１５
年以来Ａ股获批首发的公司已经达到９８家，密集
程度甚于２０１４年。

在新股“赚钱效应”的吸引下，每逢“打新季”
总有大量资金由二级市场转战一级市场。不过，由
于中签率偏低且资金有限，普通投资者难以真正
分享“打新盛宴”。在这一背景下，各类打新基金受
到了青睐。

机构统计显示，目前市场上将打新作为重点
投资方向之一的基金达到近百只，分为保本、灵活
配置混合型和绝对收益基金等三大“军团”。从相
关基金产品公布的一季度业绩数据来看，打新为
其收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我们成立了一期专门
投资新三板的产品，1个亿的
额度，起购点是100万元，2 . 3
秒就抢没了。”济南一家大型
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接受采
访时说，市场的反应大大出
乎意料。”

无独有偶，中融信托近
期发行的中融鼎新自主发行

的融稳达1号项目在预热期
已完成募集。

市场投资人士说，逐渐
膨胀的市场规模和火爆的投
资热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机构投资者纷纷进入，其中
主要以基金、券商和信托触
角最为灵敏。以基金为例，公
开资料显示，2014年4月30

日，宝盈新三板一期成立，拟
运作期为三年，成为基金业
内第一只新三板产品。目前，
已有宝盈、前海开源、上投摩
根、南方、海富通、华夏、易方
达等十几家基金公司先后通
过旗下专户或子公司，设立
了或正在推出新三板资管产
品。

新三板暴涨远超A股

亿亿元元私私募募产产品品22 .. 33秒秒被被抢抢光光
71 . 9亿元补助养老

养老金标准提高一成多

400名残疾人

获微商创业扶持

我省出资2亿元

设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ＡＡ股股再再迎迎IIPPOO潮潮
打新基金获青睐

虽然沪指一路站上3800
点，但相比新三板，A股的涨
幅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了。一位券商负责人说，截至3
月底，2015年三板成指和三板
做市指数累计上涨达62 . 9%
和89 . 5%，涨幅远远高于上证
综指及深证成指，“如果从整
个市场风口来说，最大泡沫
的地方不是创业板，也不是

‘互联网+’等成长股，现在最
热门的是新三板。”

新创企业成活率低

投资新三板风险更高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本来还想跟朋友显摆
下最近在创业板的战绩，发
觉小伙伴们都开始玩新三板
了，只好默默走开。”投资经
验丰富的“80后”孟研(化名)
在朋友圈悻悻留言。

刘女士已经在新三板获
利。“我也是最近才购买的新
三板的股票，买了点九鼎投
资 ，已 经 赚 了 十 几 万 块 钱
了。”已经有十多年投资经验
的刘女士在A股玩得风生水
起，年收益率都在60%以上。

刘女士说，她是1999年
入市的，退休后炒股成了她
每天必做的功课。“说实话，
500万元的门槛太高了，很多
股友也想炒炒新三板、尝尝
鲜，但是都卡在钱上了。”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
问题了，下一步这500万的门
槛可能会下调至300万元左
右。”有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对
记者称。

新三板的交易确实牛气
冲天。数据显示，目前新三板

挂牌公司已达2014家，总股
本 9 1 0 . 3 0亿股，总市值超
5000亿元，交易额单日高达
13 . 9亿元。

4月2日下午，新三板企
业挂牌的股转系统官网上罕
见地挂出了一则温馨提示：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是服务于创业、创新、成长
型中小微企业的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请投资人在关注
投资价值的同时勿忘投资风
险，保持理性投资心态。”

“真是没想到呀，新三板
火得直接不成样子，为了拿到
定增配额，我动员各方面的关
系，才拿到10万股，投资额仅仅
180万元，这是我10年投资生涯
最小的一笔业务。不过，能在全
国30多家机构中拿到这些份额
已经不容易了。”广州一家投资
机构的负责人说。

不得不说，最近市场参
与新三板公司定向增发的热
情十分高涨。由深创投携手

杨丽萍共同打造的新三板新
秀——— 云南文化，原本预备4
月2日在北京进行定增路演，
但是截至目前定增份额已经
全没了。另外，中科招商因为
定向增发认购火爆，其认购
门槛从最初的2000万元提高
至1个亿。头顶“新三板唯一
一家挂牌私募公司”光环的
思 考 投 资 ，也 拟 定 增 发 行
3900万股，不过由于其光芒
太过耀眼，初定的定增对象

已经由市场优秀的基金经理
或基金公司扩展至做市券
商、第三方销售渠道、券商销
售团队、上市公司和新三板
挂牌公司股东与董监高、PE
投资机构等专业投资人。

记者注意到，在新三板
定增上，上周共有60家挂牌
公司公告定向增发的董事会
预案，一家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方案，合计预期募集资金
20 . 19亿元。

新三板官网提示风险

投资机构拼关系拿定增份额

券商私募产品遭哄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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