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鹏汽车获 22 亿元 A 轮战略投资】

6 月 12 日，神州优车集团在北京发起
成立优车产业基金，互联网汽车公司小鹏
汽车获其领投的 22 亿元 A 轮战略投资。
神州优车将在未来大量采购小鹏汽车，并
结合自身平台公司，为小鹏汽车提供销售
渠道、售后维护等服务，助其落地。

小鹏汽车成立于 2014 年，由 UC 联合

创始人何小鹏、欢聚时代创始人李学凌、猎
豹移动 CEO 傅盛等联合投资创建。2017
年 5 月份，小鹏汽车宣布在肇庆落地年规
划产能 10 万辆，一二期总投资 100 亿元，
规划用地 3000 亩的整车工厂，预计将于
2019年投产。

据悉，小鹏汽车目前正在和某整车厂
合作小批量生产，试图差异化布局，打造深
度智能网联的新一代电动汽车。

【富途证券 C 轮融资 1.455 亿美元】

6 月 12 日，港股美股互联网券商富途

证券宣布完成 1.455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富途此前 A、B 两轮的投资者腾
讯、经纬、红杉这三间全球顶级投资机构完
成，腾讯继续领投。

据了解，富途证券是目前唯一一家由
腾讯连续三轮领投的创业企业。目前使用
富途证券服务的用户数已经突破 340 万，
累计交易额超过 5000 亿元，其中 2016 全
年交易额近 3000亿元。

富途证券创始人李华表示，本轮融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充实资本金以促进业务的
加速发展，并加大在产品、研发及安全建设
等方面的持续投入。

【数梦工场获 7.5 亿元 A 轮融资】

6 月 8 日，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已获得来自光大实业资本、阿里巴巴
等公司的 7.5 亿元 A 轮融资，目前公司估值
超过 10亿美元。

据悉，数梦工场在北京、杭州、南京三
地设有技术中心及创新研究院，在全国 20
余个省市设有分支机构，主打商业互联网、
政务互联网、城市互联网以及产业互联网
四个方向。2015 年 8 月份，数梦工场完成
首轮融资，获得阿里巴巴、银杏谷等投资方

4.5亿元投资。

【UU 跑腿获 1 亿元 A+轮融资】

6 月 9 日，UU 跑腿宣布获得启赋资
本、天明资本等投资的 1 亿元 A+轮融
资。据了解，2017 年，UU 跑腿将为用户
提供更全面、细致的解决方案，并将建立
郑州、北京双运营中心的企业架构。

自 2015 年上线以来，UU 跑腿目前已
覆盖了全国 72 个城市，平台注册 36 万跑
男，月营收 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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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邮票寄信的人越来越少，从兼具实
用性和收藏价值演变为一种收藏品，邮票会消
失吗？在人们的兴趣与爱好更为多元的背景
下，集邮爱好者也在加速分流，站在邮票市场的

“十字路口”，邮票市场会走向何方？

繁华褪去

从 90 年代末超过 2000 万集邮“粉丝”，到
如今爱好者不足当时的一半，邮票市场的人气
不再，曾经的繁荣正在消退。

1980 年《集邮》杂志复刊、1982 年 1 月份全
国集邮联成立、198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
目录》出版⋯⋯80 年代初期发生的这 3 件事，
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集邮热潮，一大批年轻人
纷纷加入集邮队伍，催生了邮票市场的形成。

从 80 年代开始，邮票市场经历了由自主形
成到规范管理，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发展的过程，
催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邮商，成为一级市场的
有益补充，集邮和邮票市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火了起来。

刚起步时，在一些地级以上城市，集邮爱好
者自发地聚集在邮局附近，交换或出售手中的
复品，逐步形成了周末邮市；一部分人看到了其
中的商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低吸高抛赚取差
价，在当时被称为“邮贩子”。随着市场规模的
扩大，邮票市场管理规定也很快出炉，各地安排
专门场地用于邮票商户和爱好者交易，一个遍
布全国大中城市的邮票市场逐步形成。

最红火的时候要数 1991 年和 1997 年两次
全国性的“邮票大潮”。其时，北京的月坛、上海
的卢工、广州的人民公园、武汉的航空路邮票市
场常常人潮涌动。在财富效应牵引下，全国集
邮协会会员超过了 500 万人，集邮爱好者达到
2000万人以上。

大潮之后，邮票市场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几
年的低迷期，虽然每年都有因少数品种引发的
炒作行情，但邮票价格下跌和新邮打折屡现，集
邮协会会员和集邮爱好者的数量下降至 2015
年的 313 万人和 1000 万人。有所变化的是，邮
票市场由过去的简易、地摊式市场发展为规范
的室内市场，北京的马甸、上海的卢工、广州的
中原、武汉的崇仁路等一批邮票市场成为邮票
交易中心。

魅力犹存

实际上，如今看来，邮票更像是一种“古
董”，尤其是对于“00 后”这些新生代来说。邮
票对传递信件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邮票现货
市场弱化不可避免。

上世纪 90 年代，邮票现货市场遍布全国大
中城市。时至今日，邮票现货市场仅存在于省
会以上城市，地级中等城市已基本消亡。邮票
市场中，邮票、钱币、磁卡等收藏品三分天下，专
营邮票的商户大幅减少，人流大不如前，成交量
明显萎缩。

在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市场，兴趣
选择多元化、集邮队伍青黄不接等多重因素共
同作用下，邮票现货市场份额趋降已成为事
实。虽然邮票现货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下去，但将趋于边缘化。

对于邮票爱好者和收藏者来说，除去实用
价值，邮票更是一种艺术品，小小纸片上承载的
是历史也是文化。从古至今，各种具有艺术价
值的收藏品从未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累积散

发出更迷人的魅力。这就意味着，邮票的艺术
属性，使其能够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新邮市崛起

令人欣喜的是，新的邮票市场正在崛起。
2013 年 10 月份，南京文交所成立，揭

开了邮票交易的一种新形式。不可否认的
是，文交所将成为邮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继南京文交所之后，全国不少省市区纷
纷成立了文交所，短短几年间文交所数量超
过了 200 家，为邮票交易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客观上起到了繁荣邮票市场的作用，但盲目发
展、乱象频生也使之很快迎来了整顿期。随
着文交所的规范，其有望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期，成为邮票大宗交易的平台和判断邮票市
场的风向标。

与此同时，网络交易将成为邮票交易的重

要途径。在互联网+引领下，互联网+邮票市场
也成为可能。现在，在一些大型电商平台上也
能找到邮票的身影。这都说明，邮票交易网络
化已经大势所趋。互联网交易平台、微信群、
QQ 群、微店等早已替代了传统邮票市场的部
分功能，并且其上线人数、交易频次、活跃度远
远超过邮票现货市场。

与此同时，拍卖交易将成为邮票市场的重
要补充。目前，保利、嘉德等少数拍卖公司开展
了邮票邮品拍卖业务，但拍卖频次低、上拍数量
少，远远不能满足集邮爱好者的需求。同时，在
线拍卖和微信、QQ 群拍卖如火如荼，成为邮票

“弱市”中的一个亮点。
今后，为满足人们高中低端的不同需求，

精品拍卖、微拍、在线拍卖等众多拍卖形式将
会不断涌现，日拍、月拍、区域性和全国性拍
卖将会此起彼伏，成为集邮爱好者拾遗补缺的
重要途径。

邮票市场“路口”求变
陈 原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交通银
行日前在上海发布的第 41 期《交银中
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显示，本期交银
中国财富景气指数为 135 点，较上期下
滑 3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2
个百分点。

本期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三个
一级指标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收入增
长指数下滑 4 个百分点，至 147 点；经
济景气指数与投资意愿指数均下滑 3
个百分点，分别至 133点和 122点。

据分析，本期一级指标经济景气指
数为 133 点，较上期下滑 3 个百分点。
原因在于小康家庭就业压力增大，对经
济景气信心减弱。从投资和就业两个二
级指标来看，就业形势指数的下滑是拖
累本期经济景气指数表现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看，本期投资景气指数为
138 点，与上期基本持平，表明绝大多
数受访者所在企业投资保持稳定。就业
形势指数为 128 点，较上期下降 4 个百
分点。一方面，从制造业 PMI 从业人员
指数来看，已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
表明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另一方
面，据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中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795 万人，海
外留学归国人员超过 40 万人，煤炭钢
铁等行业“去产能”带来 100 多万分流
安置职工，加上 400 万新增农民工，将
带来大量就业人口。

本期收入增长指数回落 4 个百分
点，至 147 点。其中家庭财务状况指数
与上期基本持平，表明受访家庭基本收
支稳定。造成收入增长指数回落的主要
原因是投资收益指数下滑显著，未来更
多家庭将考虑缩减支出。

本期投资收益指数从上期的 148

点下滑至 143 点。其中，现在投资收益
指数和预期投资收益指数均同步下滑
5 个百分点。本期受访小康家庭在股票
投资上有所亏损。从产品投资收益表现
看，股票、基金的收益指数相比上期跌
幅较大。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持续推
进与监管进一步完善助力 P2P 行业优
胜劣汰的同时，平台运营也更趋透明
化，带动本期 P2P投资收益指数上升。

家庭财务状况指数本期为 152 点，
小幅下降 1 个百分点。从家庭收入看，
受股市低迷影响，多数小康家庭认为相
比财产性收入，劳动所得是影响现在及
未来家庭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且影响
力有所提升。值得关注的是，本期预期
家庭支出下跌幅度较大，达 7 个百分
点，并且预期家庭支出低于当前家庭支
出，表明小康家庭在未来将主动缩减家
庭开支。

流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为 135 点。
其中，预期流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回落
显著，降幅为 7 个百分点。从投资意愿
角度看，本期部分投资产品的投资意愿
都较上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小
康家庭对股票和境外资产的投资意愿
下跌幅度最大，同时对外汇投资、P2P
网贷、期货等流动产品的投资意愿增
强。银行理财产品依旧是小康家庭投资
流动资产的首选；从持有率看，银行理
财产品、宝类理财产品以及股票的持有
率较高。从投资金额看，虽然近期股票
市场表现不佳，但是股票的投资金额仍
然较高，表明国内小康家庭投资渠道和
产品选择仍较少。

由于近期房地产调控力度和范围
不断扩大，本期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
的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均小幅下滑。

小康家庭流动资产投资意愿下滑显著

近期，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发
布了以人民币计价、引入境外投资者
参与的原油期货相关业务规则，并争
取年内正式推出原油期货，引发了市
场广泛关注。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中
国原油期货未来有望跻身全球几大原
油期货合约之列，甚至成为国际原油
价格基准之一，届时将吸引大量境内
外投资者参与。那么，投资者要具备
哪些条件才能参与交易？

首 先 是 可 用 资 金 要 求 。 根 据 规
定，单位客户申请开立能源中心交易
编码的，申请交易编码前5个工作日该
单位客户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均
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个人客户申请开立能源中心交易编码
时，申请交易编码前该个人客户5个工
作日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均不低
于人民币50万元或者等值外币。

对于买卖一手原油期货合约需要
多少保证金金额的问题，则需考虑交
易单位、原油期货价格以及保证金比
例等要素。按当前国际原油价格估
算，我国原油期货每手合约价值约 35
万元人民币。若交易所按 5%，会员按
7%收取保证金，满足开户条件并成功
开户的投资者参与原油期货交易开仓
1手约需缴纳 2.4万元保证金。

其次是知识测试要求。单位客户
的指定下单人及个人客户本人应当参
加知识测试。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
殊经纪参与者通过能源中心会员服务
系统下载测试试卷；境外中介机构通
过能源中心服务系统下载测试试卷。
测试完成后，知识测试监督人员对试

卷评分，并且还应当与客户一起在测
试试卷上签字。开户机构不得为低于
测试试卷合格标准的客户申请交易编
码。对于未能通过测试的客户，开户
机构可以加强对客户的培训和指导，
并可以在继续培训后再组织其参加测
试。

再次是交易经历要求。开户机构
为个人客户和单位客户，在向能源中
心申请交易编码前，应当确认该客户
具备仿真期货交易经历。境内期货交
易经历方面，客户应当提供由期货公
司正式出具的期货交易结算单，以证
明其最近 3 年内具有 10 笔以上 （含）
的期货或期权交易成交记录；境外期
货交易经历方面，客户应当提供由境
外金融机构正式出具的期货交易记录
明细、结算单据或者其他凭证作为证
明，以证明其最近 3 年内具有 10 笔以
上 （含） 的期货或期权交易成交记
录。此外，能源中心还要认定仿真期
货交易经历，包括累计 10 个交易日、
10笔以上 （含） 的仿真交易记录。

最 后 是 合 规 诚 信 要 求 。 根 据 规
定，开户机构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
客户诚信信息，结合国家相关征信系
统，对客户的诚信状况作出综合评
估。不得为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或
者被有监管权机关宣布为期货市场禁
止进入者情形的客户申请交易编码；
不得为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能源中
心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从事期货交易
情形的客户申请交易编码。开户机构应
当向客户明示有关禁止或者限制从事期
货交易的规定和要求。

参与原油期货交易需具备哪些条件
本报记者 何 川

据邮币卡行业专业数据研究机构邮币世界

发布《2016 中国邮币卡电子盘行业年度报告》

显示，去年，中国邮币卡电子盘成交数据几乎为

2015 年 全 年 数 据 的 3 倍 ，成 交 总 额 达 到

39859.4105 亿元，为前一年成交总额的 2.8 倍；

成交总量为 362.3572 亿个，接近 2015 年成交总

量的 2.9 倍。在市场繁荣的表面之下，也不乏暗

流涌动，投资者一不小心就会跌入陷阱。

邮币卡电子盘交易在价格上具有极大的欺

诈性。比如，有的套装邮票，一些交易所将其拆

开卖，其总价远远超过单套价格。有些邮币卡交

易场所在发行新藏品时还玩起“打新股”模式，

投资者“中签”的藏品，其申购价值往往远大于

藏品的正常市场价值，但卖方仅支付了印刷成

本，其中的暴利自然是普通投资者掏腰包。

一些交易市场无法保证价格机制来源的公

开、公正和透明。不乏一些“庄家”混迹于各大交

易平台，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价格和成交量，一开

始通过自有资金甚至是虚拟资金哄抬某一品种

的市场价格，同时刻意制造供应紧张，让你想买

但买不到，等到普通投资者高位追进去时，不法

庄家便迅速出货撤离，价格暴跌，投资者想卖却

卖不出去，立马成为庄家砧板上的鱼肉。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的实施意见》，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交

易。意见所称的“集中交易方式”包括集合竞价、

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交易方式，但

协议转让、依法拍卖不在此列。由于缺乏监管，

有些邮币卡“交易所”为了推广方便，采用了股

票交易的连续竞价或集合竞价机制，严重违反

相关规定。更有甚者，通过恶意炒作、伪造数据

等违规行为获取不正当收益，严重损害了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这些邮币卡交易过程中的陷阱，投资

者一定要擦亮眼睛，捂好钱袋，千万不能盲目参

与。

警惕电子盘交易骗局
金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