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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股东来了》2020 投资者权益

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下属单位、各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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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中心将举办大型投资者教育活动——《股东来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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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竞赛答题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8月 10 日 15:30-2020

年 9 月 19 日 23:59,将采用 H5 游戏页面与视频直播两种答题

形式进行。H5 游戏页面答题将于 8 月 10 日启动，持续 6 周，

活动期间将择期举办视频直播答题。

请各单位、各处室按照文件要求流程踊跃注册答题。

附件：1、《股东来了》2020 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方案

2、《股东来了》2020 活动规则

3、《股东来了》2020 奖励规则

4、《股东来了》2020 领奖规则

2020 年 8 月 7 日



附件 1

《股东来了》2020 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方案

2020 年将迎来资本市场建设 30 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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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服中心将继续举办大

型投资者教育活动——《股东来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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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将在全国设立天津、湖南、安徽、内

蒙古 4 大片区，覆盖 36 个赛区，采用 H5 游戏页面与视频直

播两种答题形式，H5 游戏页面答题拟于 8 月启动，持续 6 周，

期间将择期举办视频直播答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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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证监局、湖南证监局、安徽证

监局、内蒙古证监局、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

（四）协办方：各地证监局、各地行业协会

（五）媒体支持：四大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新华网、

全景网、东方财富网、腾讯财经、新浪微博、新浪财经、和

讯网、喜马拉雅以及相关热门 APP 平台及微信公众号等。

二、时间安排



（一）周期：8-9 月

（二）总体安排：

1.启动仪式：8 月

2.网络平台答题：8-9 月（6 周）

通过 H5 页面游戏进行线上答题

3.视频直播互动答题：9 月

择期举办视频直播互动答题

4.“缤纷赛区”系列活动：8-9 月

设立四周主题展播周，以“云录制”方式，轮番展示各

片区走进上市公司、走进投教基地等组织活动

三、竞赛规则及赛程安排

（一）赛制——片区制

全国划分为天津、湖南、安徽、内蒙古 4 大片区，覆盖

36 赛区（赛区以辖区为单位设置），具体划分如下:

片区 覆盖区域 小计

天津
天津、北京、河北、辽宁、大连、江苏、

山东、青岛
8

湖南
湖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新疆、深圳、香港
11

安徽
安徽、福建、厦门、江西、河南、广东、

海南、澳门、台湾
9

内蒙古
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

浙江、宁波、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11



(二)赛程

1.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拟于 8 月择期举办，采用录播形式对答题规则、

奖励规则等进行介绍，宣布《股东来了》2020 正式启动、H5

答题游戏正式上线并点亮投保地图。启动仪式方案另行制定。

2.网络平台答题

（1）用户注册时需根据手机定位确认所属赛区及片区，

主办方定期公布各片区及覆盖赛区每日、每周的答题情况。

（2）参赛资格：社会公众形式：H5 页面游戏

（3）参与渠道：中国投资者网微信公众号、投服中心微

信公众号、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各赛区

组织方公众号、各合作媒体

（4）游戏玩法：个人排位赛、PK 对战赛、练习区



3.视频直播互动答题

在网络平台答题阶段穿插视频直播互动答题。直播答题

拟通过主流网络直播平台开展，以主播出题与现金红包奖励

相结合的方式制造活动热度，同时开启直播投教宣推新思路。

4.缤纷赛区系列活动

为更好地宣传各片区参赛组织动员工作和特色投保工作，

拟设置“缤纷赛区”宣传周活动，由投服中心联合流量媒体，

对各赛区活动进行拍摄，并进行线上宣传播放。详细方案另

行制定。

四、奖项设置

（一）组织奖项

将《股东来了》2020 纳入监管系统考核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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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予加分奖励；对相应的赛区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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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有机会获得

荣誉证书奖励。



附件 2

《股东来了》2020 活动规则

一、本次答题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 15:30-2020

年 9 月 19 日 23:59，共计 6 场周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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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在注册时未开启定位功能，则无法获取赛

区及片区排名信息及相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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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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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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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为准。

三、本次活动分为个人排位赛、PK 对战赛及练习区，玩

法规则如下：

1、个人排位赛：

（1）闯关答题设置 8 个关卡，每个关卡 5 题，答题分值

按照“对增错减”的形式计算，答对 1 题加 10 权益值，答错

1 题扣 10 权益值，单关总分范围为-50 至 200 权益值。对连

续正确回答进行奖励，如连续答对2题则第2题加20权益值，

连续答对 3 题则第 3 题加 30 权益值，以此类推。每关最后 1

题为“翻倍题”，如用户答对，当关即可获得前 4 题权益值

总和的翻倍分数；



（2）每题答题时间为 15 秒，超时未答则视为答题错误；

（3）当用户获得的权益值≥过关门槛（第一关过关门槛

权益值为 30，第二关过关门槛权益值为 40，以此类推，第八

关过关门槛权益值为 100），则闯关成功，计入权益值排行

榜；如用户挑战关卡失败，该关权益值清零，但可重复挑战

当前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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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随机匹配本周个人排位赛同关卡用户进行

PK，每场共计 5 题；

（3）每题答题时间为 15 秒，超时未答则视为答题错误，

双方都超时未答则自动进入下一题；

（4）在双方随机匹配成功之后，在未区分出胜负之前，

一方退出则视为 PK 对战失败，扣除其权益值入场费；

（5）在双方答题均正确的情况下，答题时间越短，得分

越高，总分高的用户即获胜；

（6）获胜用户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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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值最后计入排行榜；

（7）当周通过 PK 对战赛所获权益值上限为 1600。

3、练习区

（1）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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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数量计入最佳学习排行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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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照累计答题时长（完成排位赛通关的答题时

长）进行排名。

五、每周日 00:00 至 06:00 进行系统维护（用户在此期

间无法游戏），对上周权益值进行清算，并计入总权益值。

同时，新赛周开启时，周权益值归零，重新累积。每周周赛

的权益值独立，答题者当日获得的权益值只影响当周的分数，

不会影响已结束赛周的分数。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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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身份为除以上 4 种以外的其他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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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片区总权益值排行榜（四个）、四大

片区群英榜总排行（四个）、四大片区传奇榜总排行（四个）、

全国群英榜总排行、全国传奇榜总排行、全国权益值总排行；

3.精神奖励排行榜：连续答对题数排行榜、最佳学习排

行榜。



最终数据核准时间为每周六晚 23:59，总排行则以 9 月

20 日晚 23:59 排行进行核准，为避免因网络延迟等因素引起

的排行榜更新不及时，造成排行争议，具体排行将于中国投

资者网等渠道公布，请以公告内容为准。



附件 3

《股东来了》2020 奖励规则

一、本次答题活动设置签到奖励，每天签到均可获得 20

权益值；完善性别、年龄、学历、投资年限、就业状态等相

关信息，每项可获得 30 权益值。

二、用户注册登录之后，可以获得 0.3-88 元拼手气红包，

每位用户仅有一次领取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三、每周个人排位赛环节，用户每过 2 关即可抽取红包，

用户最高可获得 50 元现金奖励。

四、每场 PK 赛后获胜者即可抽取一次随机现金红包，数

量有限，先到先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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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若上述第四至二十名获奖用户与传奇榜/群英榜总权益排行

前三名产生重合，则从全国总权益值排行榜向下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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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片区总权益值排行榜

第一名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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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赛区金融知识达人金奖 1000 元

六、若用户同时获得多个奖项及奖励，则以奖金最高的

一项为准，其余奖项及奖励将在相应榜单向下顺延。

七、片区及赛区划分：

片区 覆盖区域

天津
天津、北京、河北、辽宁、大连、江苏、山东、

青岛

湖南
湖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新疆、深圳、香港

安徽
安徽、福建、厦门、江西、河南、广东、海南、

澳门、台湾

内蒙

古

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

宁波、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附件 4

《股东来了》2020 领奖规则

一、在2020年8月10日15:30至2020年 9月19日23:59

答题期间，注册红包、个人排位赛红包、PK 对战赛红包将实

时发放，用户可在个人中心查看所获得的红包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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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总权益值排行榜、36 赛区总权益值排行榜、4 片区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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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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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鉴于微信红包发放规则，奖金需在 24 小时内领取，

若未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则与下个赛周奖金同时发放，如在

竞赛结束后仍未领取，则视为自动放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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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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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核实后发放奖金。用户在 9 月 30 日

23:59 前未提供以上信息，则视为自愿放弃。

五、本次活动奖金个人所得税由奖金代发方汇总申报，

不以获奖个人名义申报。



六、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投服中心所有。

备注：竞赛期间，如遇相关问题，请拨打客服热线

0571-26691737；0571-26691629；0571-26693466 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