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关于组织参加《股东来了》2021投资者
权益知识竞赛广东片区活动的通知

辖区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者教育基地：

在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投保局的指导下，中证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于今年5月至9月举办《股东来了》2021投资者权

益知识竞赛活动（以下简称“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广东、

四川、湖北、内蒙古、海南、西藏六大片区，其中，广东片

区活动覆盖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厦门、香港、澳门、

台湾等8个地区。广东片区厦门辖区活动由广东证监局主办

，厦门证监局、厦门证券期货基金业协会、厦门上市公司协

会协办。为做好广东片区厦门辖区竞赛活动的组织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本次活动通过答题竞赛形式向广大投资者及社会公众

普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知识，示范引领社会各界及投资者全面

知权、积极行权、依法维权。

二、活动安排

本次活动分为网络初赛与电视决赛两个阶段。

（一）网络初赛阶段

1.时间安排：时间为5月15日至6月底，为期6周。



2.参与方式：初赛采用H5游戏页面线上答题方式，支持

个人排位赛、PK对战赛、学习专区等玩法，答题积分排名靠

前的选手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和荣誉证书奖励。投资者和社

会公众可以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参赛。初赛活动规则、奖励

规则、领奖规则详见附件。

各单位可与所在协会联系获取广东片区厦门辖区活动

的专属二维码、活动海报、宣传手册等资料，用于发动投资

者和社会公众扫码参与活动。2家协会将持续对扫码参赛情

况进行跟踪和数据统计，视情况向其会员单位公布各单位组

织答题情况。

（二）电视决赛阶段

1.时间安排：预计8月在长沙录制，9月在湖南卫视、芒

果TV等渠道播出。

2.参与方式：广东片区将从初赛积分排名靠前的选手中

选拔5名优秀选手（2名证券从业人员、3名非证券从业人员

）组成片区战队，参加全国总决赛。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宣传。请各单位在活动期间

积极动员、组织投资者关注并参赛，共同办好此次活动，共

同推动投资者教育和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辖区各证券经营

机构、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投资者教

育基地在接到通知后，应当下发内部通知动员全体员工参与

本次活动，提升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投资者保护意识



及能力。

（二）广泛动员，发动全民参与。各单位要深度挖掘可

以合作开展宣传推广的资源，例如企业、学校、街道、媒体

、公共设施及楼宇等，共同推广“股东来了”活动。要充分

调动设在其它地区的分支机构、服务网点的力量，尽 大力

量动员市场主体及广大投资者关注、参与活动。

（三）多点开花，创新开展活动。各单位要发挥宣传工

作的主动性，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要加强线上宣传，

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公众号、媒体等线上资源，扩大宣传覆

盖面。要充分开展线下宣传，结合走进上市公司、走进校园

、走进社区街道、走进公园商城等活动，通过开展讲座、发

放宣传材料、播放宣传视频等形式进行宣传。同时，要将知

识竞赛与投资者保护宣传、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有机结合

起来，将赛事宣传推广和投教知识普及有机结合起来，寓教

于乐，使投教活动真正“接地气、近生活、贴民心”。

（四）协同联动，及时报送情况。各单位要与所在协会

加强沟通合作，做好协同联动，定期通报活动数据及活动开

展情况。

活动结束后，我局将指导2家协会开展评选评优工作,

评选厦门辖区优秀组织奖、优秀选手等。厦门证监局将在

2022年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分类监管评价时对《股东来了》活

动中获奖（含全国奖励、广东片区奖励、厦门辖区奖励）的

机构给予加分奖励。



附件1）

《股东来了》2021投资者权益
知识竞赛总体方案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为进一步落实证监

会党委关于资本市场人民性要求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职责，在会办公厅、投保局指导下，投服中心将联合广东、

四川、湖北、内蒙古、海南、西藏六证监局共同举办《股东

来了》2021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面向广大中小投资者普及

权益知识，示范引领全面知权、积极行权、依法维权。

《股东来了》2021将在全国设立广东、四川、湖北、内

蒙古、海南、西藏六大片区，覆盖全国36个赛区及港澳台地

区。活动分为网络初赛与电视决赛两个阶段，网络初赛将于

5月中旬启动，持续开展6周线上答题；总决赛节目将于湖南

卫视、芒果TV播出。

一、活动组织架构

（一）指导单位：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投资者保护局

（二）主办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三）联合主办方：广东证监局、四川证监局、湖北证

监局、内蒙古证监局、海南证监局、西藏证监局

（四）决赛主办方：芒果超媒

（五）协办方：其他各地证监局、各地行业协会

（六）战队命名方：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基金公司等



市场机构

（七）媒体支持：四大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新华网、

新京报、全景网、东方财富网、芒果TV以及相关热门APP平

台及微信公众号等

二、时间安排

（一）周期：5月至9月

（二）总体安排：

1. 初赛：5月中旬——6月底（6周）

通过H5游戏页面进行线上答题

2. 战队组建：6月底——8月

六大片区组建战队，选拔战队成员

3. 训练营及决赛：8月

以战队为单位录制一场电视总决赛

4. 决赛播出：拟于9月在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

三、片区划分

本次活动设置广东、四川、湖北、内蒙古、海南、西藏

六大片区，覆盖36个赛区及港澳台地区，具体情况如下：

片区 覆盖区域 数量

广东
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厦门、香港、澳

门、台湾
8

四川 四川、浙江、重庆、贵州、陕西 5



湖北 湖北、河北、江西、山东、河南 5

内蒙古
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宁夏

、宁波
7

海南 海南、北京、天津、湖南、深圳、青岛 6

西藏
西藏、辽宁、上海、安徽、甘肃、青海、新

疆、大连
8

四、赛程及竞赛规则

（一）初赛——H5页面游戏网络答题（6周）

1. 参赛资格：社会公众

2. 形式：H5游戏页面线上答题，支持个人排位赛、PK



对战赛、学习专区等玩法

3. 晋级规则：按活动规则决定全国、片区、赛区等排

名

4. 奖励：按奖励规则发放答题奖金

5. 参赛渠道：中国投资者网微信公众号、投服中心微

信公众号、各赛区组织方公众号、各合作媒体平台等

（二）战队组建

1. 参赛资格：根据活动规则，初赛积分排名靠前的选

手有机会参与所属片区战队成员选拔

2. 选拔方式：各片区自主选拔

3. 选拔结果：各片区按照不多于2名证券从业人员的要

求分别选出5名选手（预留替补选手），组建战队参加决赛

4. 领队：每支战队需配备1名领队

（三）训练营（7天）

1. 参与方式：6支战队拟于8月赴长沙进行集中培训并

确定 终参赛阵容

2. 培训地点：《股东来了》训练营

3. 培训内容：舞台表现力、团队默契、知识强化、决

赛规则等

（四）总决赛（1场）

1. 决赛拟于8月在长沙举行，6支战队通过一场总决赛

角逐冠亚季军

2. 沿用答题竞赛模式，同时融入真人秀元素，在保证



知识普及、传播的前提下对节目形式进行突破，总决赛方案

另行制定

（五）决赛播出

总决赛电视节目拟于9月在湖南卫视、芒果TV等渠道播

出。

五、奖项设置

（一）组织奖项

对于在本次活动中组织成效显著、竞赛成绩突出的赛区

证监局、赛区协会、市场主体以及为活动宣推工作作出贡献

的媒体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二）个人奖项

1. 根据活动规则，答题积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有机会获

得现金奖励。

2. 根据活动规则，答题积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有机会获

得荣誉证书奖励。



附件2）

《股东来了》2021初赛活动规则

一、本次答题活动时间为2021年5月15日-2021年6月25

日，共计6场周赛。

二、本次答题活动分设广东、四川、湖北、内蒙古、海

南、西藏六大片区，覆盖全国36赛区及港澳台地区，片区及

赛区划分如下：

片区 覆盖区域

广东 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厦门、香港、澳门、台湾

四川 四川、浙江、重庆、贵州、陕西

湖北 湖北、河北、江西、山东、河南

内蒙古 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宁夏、宁波

海南 海南、北京、天津、湖南、深圳、青岛

西藏 西藏、辽宁、上海、安徽、甘肃、青海、新疆、大连

三、用户注册注意事项：

1、本次答题活动通过手机定位方式自动匹配用户所在

赛区及片区，定位一经确认不可更改。若用户在注册时未开



启定位功能，则无法获取后续区域排名及相应奖励。

2、为保证本次答题活动公平公正，用户注册时需选择

其真实的个人身份（非证券从业人员、证券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证券交易所从业人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证

券公司从业人员），若获奖用户填报身份与真实情况不符，

则自动取消其领奖资格，个人身份判定以注册时真实身份为

准。

四、本次活动分为个人排位赛、PK对战赛及学习专区，

玩法规则如下：

1、个人排位赛：

（1）个人排位赛答题共设 8关，其中第 4关为猜词闯关，

其余关卡均为答题闯关，每个关卡 5题（词），答题分值按

照“答对加分，答错无分”的形式计算，每答对 1题（词）获

得 40权益值；

（2）每题（词）答题时间为 15秒，超时未答则视为答

题错误；

（3）当用户答对的题目数（词数）≥过关门槛则闯关成

功，获得相应权益值并计入权益值排行榜。如用户挑战关卡

失败，则该关权益值清零，失败关卡支持重复挑战。过关门

槛具体如下：

关卡 过关门槛

1、2 累计答对 2题

3、4、5、6 累计答对 3题（词）



7、8 累计答对 4题

（4）已过关卡不支持重复挑战。

2、PK对战赛

（1）用户进入 PK对战赛需扣除 50权益值入场费；

（2）为保证公平公正，系统将随机匹配实力接近的用户

进行 PK；

（3）每场PK赛共计5题，每题限时15秒，超时未答视为

答题错误。双方都超时未答自动进入下一题；

（4）未区分出胜负之前，一方提前退出视其PK对战失败

，并扣除权益值入场费；

（5）用户所获分值根据答题对错及耗时进行计算，在双

方答题均正确的情况下，答题时间越短，得分越高， 终根

据得分的高低评判输赢；

（6）获胜的用户可获得100权益值；输的用户不获得权

益值，如双方平局，各得50权益值；

（7）当周通过PK对战赛所获权益值上限为1600。

3、学习专区

（1）学习专区设置当周排位赛真题总量的 100%，题库

每日刷新，答题不涉及权益值增减；

（2）学习专区根据答题内容类型，分为 4个板块，用户

可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板块进行答题学习；

（ 3 ） 本 次 答 题 活 动 期 间 ， 中 国 投 资 者 网 站



（www.investor.org.cn）开放学习专区答题。

五、权益值作为排行榜的重要依据，权益值越高，排名

越靠前；当权益值相同时，答题场次越少排名越靠前；当场

次相同时，累计答题时间越短排名越靠前。

六、每周六00:00至06:00进行系统维护，用户在此期间

无法游戏，每赛周的周权益值独立，新赛周开启时周权益值

将重新累积。

七、大赛期间不定时上线问卷调查，填写后可有机会抽

取随机红包。

八、本次活动按周赛的形式进行，排行榜分为：

群英榜：注册身份为证券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证券交易

所从业人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证券公司从业人

员的选手，权益值计入群英榜 。

传奇榜：注册身份为非证券从业人员的选手，权益值计

入传奇榜 。

1、周排行榜：群英榜周排行、传奇榜周排行、全国周

权益值排行；

2、总排行榜：六大片区总权益值排行（六个）、六大片

区群英榜总排行（六个）、六大片区传奇榜总排行（六个）、

全国群英榜总排行、全国传奇榜总排行、全国权益值总排行

；

各赛周排行数据核准时间为每周五23:59，总排行则以6

月25日23:59排行进行核准，为避免因网络延迟等因素造成排



行榜更新不及时，引起争议，具体排行将于中国投资者网等

官网渠道公布，以公告为准。



附件3）

《股东来了》2021初赛奖励规则

一、本次答题活动设置签到奖励，每日签到可获得

20权益值。

二、用户注册登录之后，可获得一次1-88元拼手气红包

抽取机会。

三、个人排位赛环节，用户每过4关可获得一次抽取红

包机会， 高可获得88元现金奖励。

四、PK对战赛获胜方可获得一次随机现金抽取红包机会

。

五、参与问卷调查活动，用户需如实填写信息，一经提

交，不可修改。提交有效调查问卷，可获得一次随机现金红

包领取机会。

六、本次答题活动随机现金红包数量有限，发完为止。

七、荣誉奖项及奖励：

1. 全国总权益值排行榜

传奇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一名 金融知识王者金奖

15000元

传奇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二名 金融知识王者银奖

10000元

传奇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三名 金融知识王者铜奖 5000

元



群英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一名 金融知识王者金奖

15000元

群英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二名 金融知识王者银奖

10000元

群英榜总权益值排行第三名 金融知识王者铜奖 5000

元

全国总权益值排行第四至二十名 金融知识王者优胜

奖 1500元

2. 全国周权益值排行榜

第一名 金融知识达人金奖 3000元

第二名 金融知识达人银奖 2000元

第三名 金融知识达人铜奖 1000元

第四至二十名 金融知识达人优胜奖 300元

3. 六大片区总权益值排行榜

第一名 **片区金融知识达人金奖 3000元

4. 36赛区总权益值排行榜

第一名 **赛区金融知识达人金奖 1000元

八、若用户同时获得多个奖项及奖励，则以奖金 高的

一项为准，其余奖项及奖励将在相应榜单向下顺延。

九、片区及赛区划分：

片区 覆盖区域



广东 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厦门、香港、澳门、台湾

四川 四川、浙江、重庆、贵州、陕西

湖北 湖北、河北、江西、山东、河南

内蒙古 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宁夏、宁波

海南 海南、北京、天津、湖南、深圳、青岛

西藏 西藏、辽宁、上海、安徽、甘肃、青海、新疆、大连

十、大赛直通车：每周各片区群英榜前20、传奇榜前20

用户以及各片区总权益值排行榜前20、各片区群英榜前30、

各片区传奇榜前30的答题者、全国总权益值排行榜前100的

答题者将获得所属片区战队成员选拔资格。如各片区内入围

答题者重合，则从各片区传奇榜向下顺延，直至各片区选择

不低于320名不重复的参赛者。

十一、高校直通车：各片区可推荐一名高校学生直接参

与战队成员选拔。



附件4）

《股东来了》2021初赛领奖规则

一、活动期间，注册红包、个人排位赛红包、PK对战

赛红包、调查问卷红包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发放，用户可在

个人中心查看所获得的红包金额。

二、全国周权益值排行榜奖金将于次周周五由奖金代

发方联系发放。

三、全国总权益值排行榜、六片区总权益值排行榜、36

赛区总权益值排行榜获奖名单将于竞赛结束后，通过中国投

资者网等渠道进行公示，为期 3天。公示期结束后，奖金代

发方将与获奖用户进行联系，核对个人信息无误后，奖金将

在 7个工作日内发放。

四、鉴于微信红包发放规则，所获得的奖励将由平台按

照获得红包的优先顺序依次自动发放，红包将在 3个工作日

内发放，请注意微信服务通知，并于红包发放 24小时内及

时领取。

五、本次活动百万现金大奖，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奖

金支持微信提现。

六、为遵守国家税务相关规定，奖励金额超过 100元的

用户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银行卡号和

开户行等信息，信息经核实无误，发放奖金。用户在 7月 9

日 23:59前未提供以上信息，则视为自愿放弃。



七、本次活动奖金个人所得税由奖金代发方汇总申报，

不以获奖人个人名义申报。

八、本规则 终解释权归投服中心所有。

备注：活动期间，如遇相关问题，请拨打客服热线

0571-26691629、0571-26693466、0571-26691737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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