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言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

知识普及、法规宣传、风险提示等投资者教育服务功能的场

所、网络平台等载体，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平台。命名

投教基地是中国证监会开展投资者教育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

举措。自2015年启动投教基地命名工作以来，已命名投教基

地199家，其中国家级基地71家、省级基地128家，实体基

地127家、互联网基地72家。各基地在普及证券期货知识、

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提升国民财经素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教育服务的重要

平台。

为更好介绍投教基地，我们制作了本手册，向投资者

集中介绍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命名的199家投教基地基本

情况，便于投资者查询、参观、浏览参考使用。

为加强对各投教基地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提升投教

基地运行规范性水平及投资者服务质效，手册内刊载了中国

证监会及其各派出机构的监督电话、监督邮箱等信息，欢迎

广大投资者进行监督。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

         2022年5月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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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体投教基地主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388号上海金

融交易广场7楼，副馆位于上海证券大厦上市大厅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实体投教基地

主馆布展面积约3000平方米，定位为一站式投资者服务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展示中心和证券行业投教资源共享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教基地共分为“至诚至

公·全球融通”“汇聚资本·助力发展”“阳光监管·服务至上”和“以人为本·投教

先行”四个展区，引入智能化、可视化、互动性强的技术展示手段，定期组织走进上

交所、专题讲座、专家讲堂、投资者沙龙等投教活动，为投资者带来全新体验的投教	

服务。

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实体投教基地荣获中国证监会第三批“全国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当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实体投教基地可通过微信公众号、邮件

等方式预约参观，投资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霄麒

电话：021-68607030

电子邮箱：xqye@sse.com.cn

地址：

主馆：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

南路388号上海金融交易广

场7楼

副馆：上海证券大厦上市大厅基地介绍及预约参观

证监会系统单位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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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证监会系统单位

实体基地

2021年，中国证券博物馆投教基地荣获中国证监会第四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授牌。基地主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15号，基地主馆占地面积约4600

平方米。浦东展厅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388号上海金融交易广场8楼。基地

以重点建设证券期货藏品收藏展示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证券期货知识教育研究

中心为己任，设有特色展陈、投教产品展示、互动体验交流等5个功能区域，融合证

券期货、红色、海派文化，推出了一系列展示资本市场发展史、红色证券发展史的优

质展览，周二至周日持续面向投资者开放。

中国证券博物馆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烨

电话：021-38612189

中国证券博物馆公众号

地址：

主馆：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15号

浦东展厅：上海市浦东新区杨

高南路388号上海金融交易广

场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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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证监会系统单位

实体基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深交所广场八楼，于2016年5月6日被

命名为首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分为南北两个展厅，包括产品展

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意见征集区五大基本功能区域，以及

斗屏展示区、VR上市体验区等特色区域，是集史料展陈、知识普及、风险提示、信

息服务、教育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金融创新文化展示平台。深交所投教基地不断丰富

投教内容，创新投教形式，推出微电影、公益广告、投资者入市系列手册等投教产

品，开展投教大讲堂、走进上市公司、走进基金公司等系列投教活动，持续为投资者

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投教服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电话:400-80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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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教育基地

证监会系统单位

实体基地

全国股转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定位于专业性、实用性、特色性和公益性的实体

互动交流教育场所，致力于广泛宣传新三板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搭建与投资者的沟通

桥梁，将资本市场知识及时向投资者传递。自设立以来，基地举办400余场活动，发

布上千件投教产品。

实体基地位于北京金融街，以“大红门”、“仪式大屏”和“开市宝钟”等特色区

域为主体，将古朴典雅与科技互动有机融合，既突显了浓郁的古都北京特色，又能以

高科技手段向投资者全方面展示新三板和北交所市场行情、投教内容及最新资讯。同

时，基地提供模拟上市（挂牌）敲钟仪式，为投资者带来互动性强的体验感受。基地

开展走进全国股转系统、走进北交所、走近券商、走近上市公司等丰富投教活动，为

投资者带来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三板与北交所内容。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金阳大厦

电话：400-626-3333

基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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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教网站自2008年正式上线以来，结合证券市场发展形势、主

动吸收广大中小投资者与市场经营机构的建议、充分借鉴主流门户网站的运营经验，

不断丰富投教产品内容、创新网站服务模式。当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教基地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教网站为依托，持续建设和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教微信公众号

和视频号，优化升级上交所APP投教栏目，并设立了喜马拉雅号、头条号、企鹅号

等新媒体平台账号，多渠道共建上交所投教矩阵。

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教育网站荣获中国证监会首批“全国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授牌。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教基地立足投资者视角，深挖投资者

需求，紧扣全所重点业务，聚焦投教、投保、投服、投关和投调，为投资者提供“一

站式”服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sse.com.cn	 	 	 	 联系人：叶霄麒

电话：021-68607030		 	 	 	 电子邮箱：xqye@sse.com.cn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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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教育网站于2018年1月16日被命名为“第二批全国证券

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包含五大基本功能区以及红色证券展、投教动漫大赛优秀作

品展等特色区域，是集知识普及、投教信息发布、投教产品展示、风险提示、意见征

集、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站。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结合本所动态及市场热点，实时发

布权威性投教产品，开展特色投服活动，同时，依托互动易、网络投票、呼叫中心等

服务平台，为投资者行使合法权益提供便捷渠道。

联系方式：

网址：investor.szse.cn	 	 	 	 电话：400-80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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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上海期货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基地坚持“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

的理念，服务公益，彰显特色，向投资者普及期货等资本市场知识，协助处理投资者

的疑难和诉求，努力构筑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大格局。2020年获评“国家级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开设投保投教、知识中心、企业案例、会员天地、市场活动、

调查互动等内容模块，推出广受投资者关注和喜爱的栏目：“上期直播间”讲解市场规

则，传授风险管理经验；“投教精品”帮助投资者明晰风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模

拟交易”运用真实数据场景，构建虚拟交易体验环境；“市场服务中心”答疑释惑，实

时回复投资者咨询。

上海期货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shfe.com.cn	 	 	 电话：021-20767777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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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郑州商品交易所“衍生品学苑”是公益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平台，2021年被命名

为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网站设“学习园地”、“投资者保护”、“仿真交

易”等栏目，通过漫画、视频、直播课程等形式，为公众提供期货及衍生品基础知

识、法律法规、风险教育等学习资源。同时，投教基地积极举办“郑商所杯”全国大

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高级分析师评选等活动，支持合作单位开展“期货知识进校

园”等投教工作，致力于为广大投资者、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高质量的投教	

服务。

郑州商品交易所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czce.com.cn

联系人：许立伟	 	 	 	 	 电话：0371-65612758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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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金所期货期权学院是由中国证监会批准，

2015年8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的首批国家级投教

基地，是隶属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一家公益

性、专业化线上培训平台。

学院本着“社会责任至上”的办学宗旨，立

足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面向会员单位、机构

客户、个人投资者、媒体、高校学生和社会大众

开展金融衍生品相关培训服务。目前，学院以网

站、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和芒果

TV等五位一体的宣传矩阵为依托，提供权益类、利率类、汇率类等多种金融衍生品

学习资源，同时定期开展形式多样、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喜闻乐见的投资者保护、教育

专题活动。学院将致力于提高广大公众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和认识，努力培育期货行

业人才，打造一个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之家。

中金所期货期权学院

联系方式：

网址：www.e-cffex.com.cn

电话：021-50160804

基地公众号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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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国结算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8年1月16日成为第二批国家级（互联网）投资者

教育基地。基地内容主要分为投保资讯、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教育、投资者服务等几

大模块。自成为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以来，连续3年考核获得良好成绩，产出的投

资者教育产品内容专业、针对性强、形式精美。近年来，组织举办了一系列“走进高

校”、“走进证券公司”等活动，通过市场机构推广、媒体扩散等方式，累计辐射200

余万投资者。在线方面，推出了《中国结算市场服务小课堂》《完善基础制度/货银对

付改革17问》等广受欢迎的栏目和作品。

中国结算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chinaclear.cn	 	 	 	 联系人：李国龙

电话：010-50939530		 	 	 	 电子邮箱：glli@chinaclear.com.cn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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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者之家投资者教育基地设立于2015年10月，于2016年5月

被证监会授予首批“全国证券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称号，连续三年在证监会

全国投教基地考核中获评为“优秀”。

自设立以来，投资者之家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服务，打造了投资者

之家网站、“中证协投资者之家”微信公众号、“中证协投教”APP“三位一体”互联网

宣传矩阵，为广大投资者传递市场要闻、政策法规等资讯；制作多元化原创投教作

品；提供证券纠纷在线申请平台等维权途径；开展知识讲座、投教竞赛等各类投教

活动。目前，投资者之家全平台年度总访问量超300万人次，投教APP注册用户近7	

万名。

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者之家

联系方式：

网址：tzz.sac.net.cn		 	 	 	 公众号：SAC_TZZZJ

联系人：刘鹤		 	 	 	 	 电话：010-66290933

电子邮箱：liuhe@sac.net.cn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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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投教网”以及衍生出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和抖音

号等新媒体是2016年首批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协会开展投资者教育

和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托。协会投教基地设置栏目38个，突出“库”的概念，设置了

“政策法规库”、“期货上市品种库”、“期货基础知识库”、“视频动画库”、“漫画图片

库”、“投教书籍库”、“投教投保专题活动库”等，库内全部资源可免费下载，努力打

造期货市场投资者一站式学习基地。协会投教基地原创设计制作了近600种实物和电

子类投教产品，出版了期货投教丛书共四个系列70种图书，并广泛免费分发，同时

投教基地借“3·15”“5·15”、金融知识宣传月、世界投资者周以及专项投教活动等

契机，积极引领全行业开展投资者保护与教育活动。

中国期货业协会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cfachina.org	 	 联系人：刘方媛

电话：010-88086623		 	 电子邮箱：liufangyuan@cfachina.org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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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协会微信公众号和“投资者之家”门户网站（作为证监会命名的国家级互联网投

资者教育基地，秉持“群众喜闻乐见、类型丰富多彩、内容寓教于乐、聚焦重点人

群”原则，根据投资者阅读习惯，共设置投资必读、投资者互动、风险警示等5个一

级栏目，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投资计算器等18个二级栏目。“一微一站”运用漫画

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讲解投资基本概念、公私募基金属性、正规购买渠道和注意事

项、巧用查询工具进行投后管理持续了解资产情况、改编真实案例宣传防诈骗、纠纷

调解和维权渠道、持续开展行业投资者调查报告指导纠正投资行为偏差等。2021年

“一微一站”访问量超300万人次，官微关注用户数达90.7万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资者之家
——打造“一微一站”投资者教育基地 搭建全行业共享共建投教资源平台

联系方式：

网址：investor.amac.org.cn

公众号：CHINAAMAC

联系人：朱环

电话：010-66571482

电子邮箱：zhuhuan@amac.org.cn
基地公众号			网站二维码

协会投教纪录片《基金》、行业宣传片《汇

聚力量》和投教专题片《投资陷阱》截图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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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机构间市场投资者教育基地，系证监会正式授牌的（互联网）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是聚焦场外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教育平台。投教基地立足专业化，围绕场

外期权、收益凭证、收益互换等复杂金融产品，打造“机构间市场投教基地”、“证券食

堂”行业投教品牌，制作图说雪球、金融衍生品投教百科、投教信息周刊等投教产品逾

千种；举办了投教能力训练营、“从象牙塔到金融街”场外衍生品圆桌会等投教活动逾

百场，覆盖千万人次。投教基地依托新媒体矩阵，持续加强与行业、专家、媒体的沟

通，组织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凝聚市场共识，促进场外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机构间市场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toujiao.interotc.com.cn

联系人：刘晓娇

电话：010-83897323

电子邮箱：liuxj@cmdm.org.cn 基地公众号			证券食堂公众号

证监会系统单位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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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安立花园C座3层

网址：https://investedu.csc108.com/pages/versionChoose/index.html

联系人：李强		 	 	 	 电话：010-59021058、85130718

电子邮箱：liqiang@csc.com.cn

中信建投证券投教基地2017年10月被中国证监会命名为第二批全国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别称“京信学堂”）面积约600平米，由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

区、互动交流区、模拟体验区、投教资料区和征集意见区组成。丰富的证券市场历

史资料为基地一大特色。基地提出“助力‘一带一路’，携手共同富裕”的定位，秉持

“高效做投教，务实抓投保”的理念，为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者队伍，建设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做出应有的贡献。开放时间：每周一至周六

9:00-11:30，13:00-17:00。

中信建投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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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基金小镇投教基地是中国首家以基金业投资者和管理人教育为主题的投教

基地，中国证监会命名“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面积近千平方米，由投教

展厅、基金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基金业法庭、基金业检察服务e站、红色金融展

组成，为投资者提供教育和咨询帮助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基地依托产业集聚优势，

设立“中国私募基金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为智库，不断创新，开展“中国基金业社会

责任宣言”“私募基金投资者保护倡议”“投教走入基层党建”等活动，发布《私募基

金投资者保护手册》等投教作品，投教覆盖2000万余人次，未来将持续深耕私募基

金投资者教育和保护，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

北京基金小镇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

联系人：薛丛		 	 	 电话：010-56860988-219

电子邮箱：xuecong@bjfundtown.com

北京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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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新华网是新华通讯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2016年，新华网成为首批13家

获批的国家级投教基地。成立以来，新华网投教基地致力于带着新闻视角、利用国家

级传播平台和互联网

思维模式，打造一个

不一样的投教基地。随

着移动端的普及，新

华网已实现近60家基

地入驻新华号，聚合

各基地优秀作品及重

要策划，形成投教基

地传播矩阵，实现了

PC端与移动端同步传

播。近年来，新华网

投教基地不断开拓合

作：与多家金融机构

展开深层次合作，发

挥新华网的渠道优势，

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

传递更权威的投资信

息和投资知识；同时，

联合知名高校共同启

动“走进高校”活动，

进行金融知识普及系

列教育。

联系方式：

网址：xinhuanet.com/finance/tjjd/		 联系人：高畅

电话：010-88050867		 	 	 电子邮箱：280249213@qq.com

新华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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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国银河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7年，是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投教宣传的

互联网平台，被中国证监会授牌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连续三年在全

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获评“优秀”。投教基地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

运用“互联网+”思维，围绕智能化、移动化、数字化构建五位一体运营体系，持续

在推广渠道、宣传形式、投教内容等方面探索创新，形成银河特色投教品牌。基地网

站设置“互动交流”、“基础知识”、“专项业务”、“政策法规”、“投资者权益”以及“风

险揭示”六大功能模块，打造七大系列产品，寓教于乐，为投资者提供基础化、专业

化、公益化、差异化的全新投教体验。

联系方式：

网址：edu.chinastock.com.cn	 联系人：杨华

电话：010-80928093		 	 电子邮箱：yanghua@chinastock.com.cn

中国银河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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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工银瑞信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工银瑞信基金旗下为投资者提供投教服务和体验的一

站式平台，2017年入选北京首批省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2020年被中国证监

会授牌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为基金行业首个国家级投教基地，连续

三年在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获评“优秀”。近年来，工银瑞信投资者教育基地坚持

党建引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打造十大功能区，创新探索“线

上+线下”投教模式，高质量输出原创投教精品，大力开展“走出去”系列特色活动，

持续助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

的资本市场积极贡献力量。

工银瑞信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icbccs.com.cn

联系人：黄永麟	

电话：010-66583215	

电子邮箱：huang.yonglin@icbccs.com.cn基地公众号				网站二维码

互联网基地

北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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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新浪网投资者教育基地为资本市

场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提供全

方位、长效化、精准化的教育和服务，

为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

量。网站包含投教动态、新浪学堂、投

教与机会、高端访谈、参访交流、服务

大厅及模拟交易六大模块。自2020年

以来，新浪网投教基地开展了“中国首

届财经视频大赛”、搭建并推广多个投

教专题网页、保持各栏目高质量的日常	

更新。

新浪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toujiao.sina.com.cn	 	 	 联系人：何佩豫

电话：010-62675163		 	 	 电子邮箱：peiyu6@staff.sina.com

互联网基地

北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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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国财富网投教基地是国家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中国财富网聚焦于资本

市场，是新华社中国财富传媒集团打造的新媒体产品优质平台。平台通过图文、音视

频、动漫、互动式直播等多媒体形式向专业投资者传授投教内容。

基地积极参与北京辖区“3·15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大手拉小手	走入投教基

地”“5·15心系投资者”等系列活动，持续制作文章、报道视频、直播、防骗短电影

等多类融媒体投教产品。”

中国财富网投教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fq.cfbond.com		 	 	 	 联系人：吕天玲

电话：010-88054106		 	 	 	 电子邮箱：lvtianling@xinhua.org

互联网基地

北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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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渤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22号，渤海证券投资

者教育基地于2020年5月获授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每周一至周六8:30-17:00对

外开放。本着“节约优先、功能优先、服务优先”的原则，基地规划有风险警示区、

产品投放区、互动体验区、蔚蓝直播间、历史回顾区、打非防非专区以及党建宣传站

等功能区域。

基地充分挖掘天津曲艺之乡的优势，打造曲艺投教品牌，已经形成了“天天原创

发布，周周活动开展，月月围绕主题，季季精品推出”的投教总格局，努力打造渤海

证券投资者教育“八位一体”的“投教+”新格局：即“+党建、+法治、+公益、+测评、

+总控、+共建、+健康、+曲艺”。

渤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222号	 联系人：李皓

电话：022-23861635		 	 	 电子邮箱：lihao@bhzq.com

天津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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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联系方式：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中环街265号		 联系人：陈淼

电话：95573	 	 	 	 	 电子邮箱：chenmiao@sxzq.com

山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太原市南中环街265号，山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面积500平方米。基地以传承晋商文化、智慧教育为整体设计风格，以数字化、智能

化、沉浸式投教的方式布局建设，共设置了5大基本功能区和7个特色功能区。各功能

区可通过物联网与机器人实时联接，实现机器人全过程讲解。基地建成以来，以“普

及科学投资知识、体现企业社会价值”为己任，以努力打造全国一流投教基地为目标。

组织了上百场特色主题投教活动，制作了上百种投教宣传产品，同时，积极推动国

民教育扶贫。2021年9月基地被中国证监会命名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开放时间：每周一至周六9:00-21:00。

山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组织“我是小小金

融家”财商教育活动

山西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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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融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少数民族地区第一家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参

观面积达461.5平米，设有两大展厅十大展区，配备蒙、汉、英三语自动语音导览系

统及双语解说员，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内蒙古早期股票、流通券、蒙古族

皮画、非遗剪纸等投教展品尽显地区特色与民族特色；VR体验机、线上参观，科技

赋能提升投资者服务体验。基地以服务中小投资者为主，并将“乡村振兴”“投资者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适老化”等作为重点项目开展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工作。基

地始终宣导“求知”“乐学”“循理”的投资理念，全力打造高质量投教平台，持续推

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健发展。

国融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18号

联系人：刘虹璐

电话：0471-6992227

电子邮箱：liuhl-hshjzx@grzq.com 线上参观二维码

内蒙古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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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恒泰证券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是证监会第四批命名的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以

“实体+互联网+科技”为建设理念，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投资者教育互动新模式，

每周一至周六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30免费面向公众开放。恒泰证券投

教基地提供汉蒙双语民族特色投教服务，开设全国首家空中投教基地，是首家设立幼

儿国民教育展区，首家全面覆盖大学、中学、小学签署《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进校园

工作合作备忘录》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恒泰证券致力于将投教基地建设成为广大投资

者能享受到的长期的、专业的、系统的、公益性的学习平台，切实提高投资者金融素

养及风险防范意识。

恒泰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书香苑恒泰证券办公大厦13楼

联系人：金灿		 	 	 	 电话：0471-6381372

电子邮箱：jincan@cnht.com.cn

内蒙古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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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北证券投教基地于2016年3月获得

首批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称号，自成立以

来，坚持“公益·教育·服务”主题理念和

“美丽蝶之舞，美好中国梦”主旨，以教育

为中心，以服务为手段，推进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基地内设有历史博览、

互动体验、投教讲堂等八大功能区域，让投资者了解资本市发展史，沉浸式学习金融

知识。近年来，基地打造“悦读”数智化投教资讯平台，以数智化赋能投教品牌；校

企携手探索投教纳入国民教育；聚焦热点，开发优质投教作品；携手媒体，拓展投教

服务覆盖面。开放时间：工作日8:30-17:00。

东北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2007号	 	 	 联系人：杨帆

电话：0431-85096770		 	 	 	 电子邮箱：370997576@qq.com

吉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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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江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集知识学习、风险教

育、互动体验为一体的互联网投教基地，2018年1月，

被中国证监会授予“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始终秉持“专业务实、开拓创新”的建设理念，融入

“大篷车”理念及“江南海北”一家人物主题IP，竭力打造成为“投资者之家”。基地以

主网站作为出口与支点，拓展完善手机版、微信公众号和新华号等“传声筒”，主网

站作为知识库包含七大基础板块，新华号作为“万花筒”传播优秀投教产品，手机版

和微信公众号作为“播种机”传递投教活动及宣传信息，持续推动提高全民财经素养，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江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jhzq.com.cn

联系人：矫文静

电话：0451-85863734

电子邮箱：jiaowenjing@jhzq.com.cn基地服务号				基地公众号

互联网基地

黑龙江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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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湘财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前身为湘财历道证券博物馆，是全国首批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也是首创以证券博物馆为载体的投资者教育基地。2019年，历道证

券博物馆将5000余件藏品捐赠给中国证券博物馆，基地以传承金融证券历史文化为

使命，致力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证券期货藏品收藏展示平台。近年来，基地依托博

物馆平台优势，结合深厚的投教文化底蕴，创立“历道学堂”投教品牌，推出系列特

色投教栏目，融合“多元文化”举办跨界投教活动，持续努力为大众提供更优质的投

资者教育服务。

湘财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15号中国证券博物馆三楼

联系人：胡奕		 	 	 	 	 电话：021-50295360

电子邮箱：huyi2@xcsc.com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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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2017年获得中国证监会“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

基地”授牌，基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1楼，基地占地350平方米。秉承

“公益投教、金融报国”理念，发挥独特优势，坚持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公益性的教育服

务，推动投资者教育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基地共设置了投资者接待区、证券历史和现代展示区、未来展示区、互动交流

区、互动体验区、模拟交易区、培训区、风险警示区等八大区域。以“实体+互联网

科技”为建设理念，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与网点联动，创新性地运用机器人服务、

智能柜员机、透明屏展示系统、人机交互平台、体感互动游戏、VR党建设备等科技

手段，打造投资者教育互动体验新模式。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1楼

联系人：周立川

电话：021-68770371

电子邮箱：zhoulichuan@gtjas.com线上参观二维码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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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建立，同年获得首批上海市证券投教基地命

名，并于2020年1月获国家级投教基地命名。基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420号1

楼，基地整体面积共321平方米，设有产品展示区、互动沟通区、模拟交易区、意见

征集区、国民教育区以及专家讲堂区等六个区域。

基地坚持以“公益底色、专业本色、海派文化特色”为宗旨，致力财商教育、助

力乡村振兴等公益金融活动，设计研发《大商之道》、《投教泡腾片》等一系列具有文

化创新、内容创新、交互创新特色的投教产品，组织“彩虹课堂”、“星光课堂”等投

教系列公益活动，持续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公益、丰富、专业的投教服务。

海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线上参观二维码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420号1楼

联系人：陈晴

电话：021-23219283

电子邮箱：chenq@htsec.com

助力乡村振兴

《投教泡腾片》系列短视频 青少年财商素养漫画读本《大商之道》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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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新昌路180号	 	 	 联系人：冉倩之

电话：021-33388379		 	 	 	 电子邮箱：rqzh@swhysc.com

申万宏源证券投教基地具备5个展示区、2个体验区和1个交流活动区，这里有

新奇的科技体验、活泼的拍照打卡软件、生动的模拟对战游戏，集“声光电、玩学

测”为一体的智能化设备，打造千人千面的投资者服务。以科技打造简单金融，以创

新引领智慧投教，申万宏源证券投教基地旨在寓教于乐，传达投资者教育丰富多样

的内容及新时代内涵。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六开放（周一、日闭馆）9:00-11:30，

13:00-17:00。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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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方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2017年获“首批上海市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授牌；2020年获“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投教基地设知识中心、

精品课程、最新资讯、互动体验、权益维护、专题活动五个功能区域，并提供在线客

服等投服工具。2021年投教基地累计访问量140.47万次。为达到“专业化输出、多层

次宣传、全方位触达”的效果，基地创立了“东方证券财富直播间”、“金融品巷·外

滩金融思想汇”、“东方星课堂”等三大投教服务品牌，并与上海财经大学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推动基金投资顾问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东方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dfzq.com.cn	 	 	 联系人：韩侃

电话：021-63325888		 	 	 电子邮箱：hankan@orientsec.com.cn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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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泰证券南京投资者教育基地是2016年授牌的首批全国国家级投教基地，总面

积480平方米，于自然日9:00-19:00开放。基地构建了7个主题空间，21个主题投教

展示区，是一个集社区化、趣味化、智能化和场景化为一体的体验型投教社区。

华泰证券南京投资者教育基地依托线上线下投教服务平台矩阵，基于用户运营，

在投资领域、生活领域以平台化、生态化的运营方式，重点打造沉浸体验式的系列投

教活动和差异化定制化的投教服务内容，加强知识与人的链接，让投资者更有参与

感、获得感。

华泰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新地中心二期一楼

联系人：方伟

电话：025-83388208

电子邮箱：fangwei@htsc.com线上参观二维码

江苏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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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联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投资者教育及保护工作统筹指挥中心、后勤保障中

心、投保服务创新研发中心、投保知识体验中心。基地分为中国资本市场展示区、政

策解读区、投教产品展示区、投资者适当性专区、风险警示区、互动体验区、投资者

洽谈区、征集意见区及投教观影区等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域既相对独立，又和谐统

一。投教活动从细分人群做起，形成了几大品牌特色投教活动：“爱的投资”公益策

划；“快乐金融	财富星球”青少年财商课堂、游学、夏令营；“Find凡能仙”高校理财

大赛、课题大赛；“百年风华	乐投未来”投教花香音乐节；“凝心聚力	筑梦前行”防范

非法证券宣传健康跑等。公众号扎实投教原创内容，创新产品形式，阅读量和粉丝数

稳步提升。

国联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28号	 	 	 联系人：卢英

电话：0510-85805217		 	 	 	 电子邮箱：luy@glsc.com.cn	

江苏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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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联系方式：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328号创意产业园20幢

联系人：李银峰	 	 	 	 	 电话：0512-69868685

电子邮箱：liyf@dwzq.com.cn

东吴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20年，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是一家立足

苏州本土特色、依托合建优势、契合投资者需求、辐射全国的“大金融”投资者教育

平台。2021年9月，基地被中国证监会授牌成为第四批国家级（实体）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基地创建有八个特色功能区和五个必备功能区，秉承“实体+互联网+

科技”的建设理念，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全面联动的“智慧”投资者互动平台，全

方位帮助投资者了解证券知识、熟悉法律法规，识别非法证券活动、树立理性投资	

理念。开放时间：周一～周五9:00～17:00	（周末参观可提前预约）。

东吴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苏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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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海证券投教基地（edu.longone.com.cn）是2018年经证监会命名和授牌的“全

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也是华东地区最早建设和上线运行的国家级（互联网）

投教基地。自建成以来，定位于面向公众投资者提供证券期货公益服务，积极探索投

教活动和投教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模式，通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开展投教

公益服务，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教育服务。“线上”通过专设投教网站、微信公众号、

新华号、公司官网及APP等自媒体，提供线上服务。“线下”开展进社区、进高校、

进上市公司等投教活动。探索和公共媒体合作，将自身专业优势与外部资源相结合，

投放作品累计六千余件，总覆盖人群超过百万人，网站及自媒体累计访问量超过两亿

人次。

东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longone.com.cn

联系人：崔晶晶

电话：021-20333976

电子邮箱：cjj@longone.com.cn 网站二维码

江苏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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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信证券白沙泉投资者教育基地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曙光路85号，本着

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节约性原则，与白沙泉管委会协作互补，在现有投教载

体“白沙泉并购金融展示馆”的基础上升级改造，于2018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

基地场馆面积约	1157	平方米，富有现代气息。基地分为投教产品区、证券历史区、

风险警示区、互动沟通区、语音互动区、并购特色区、教育观影区、专家讲堂区等八

大功能区，以“科技+互联网+	云投教”为理念，创新引进了机器人服务、人机交互

平台、云视频课堂等设备，将线上线下的投教资源相结合，打造投资者教育体验新平

台。每周一至周六开放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国信证券白沙泉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85号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运营中心

联系人：叶涛		 	 	 	 	 电话：0571-86696367

电子邮箱：yetao@guosen.com.cn

浙江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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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者教育基地2018年9月建成运行。2019年8月入选“浙江

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2020年1月入选“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依

托国家“双高”校专业优势，利用“教学·投教一体化”场馆，“教育一个娃、幸福一

个家”，建设具有“五个一”（窗口、平台、桥梁、苗圃、高校模式）特点的投教基地。

围绕证券、期货、综合金融三大主题，通过产品展示、风险警示、投资必知、模拟体

验、专家讲座、互动交流、“黄炎培杯”全国大赛、官网及公众号等功能区，开展丰

富多彩的投教活动。扎实践行证监会和教育部《合作备忘录》精神，推动投资者教育

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学源街118号		 网址：tjjd.zfc.edu.cn

联系人：陆妙燕	 	 电子邮箱：Lumiaoyan1023@163.com

联系人：严卫华	 	 电子邮箱：774772055@qq.com

浙江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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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财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内，面

积1064平方米，以“人文+金融+科技”为建设理念，让投资者在山水人文中感受江

南的婉约灵韵，领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商精神。基地拥有证券历史

区、资本市场区、基金特色区、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交易区、互动沟通

区、国民教育区、风险警示区、意见征集区共十大基础功能区域，利用数字可视化、

智能机器人、VR体感游戏、人机交互平台等高科技手段，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满

足投资者学习了解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基础知识、法律法规，培养理性投资理念，提

高风险识别能力和合理维权意识的“一站式”投资者教育场所。开放时间：周一至周

六9:00-16:30（特殊节假日除外）。

财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元帅庙

后88-1号目术塘创意园2幢2层

联系人：葛子微

电话：0571-81187611、0571-81187621线上参观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浙江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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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蚂蚁集团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0年5月获命名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基地适应数字生活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依托“支付宝”App，通过专家直播、

趣味视频、有奖竞答、百科词条、互动游戏等互联网特色的活动形式，持续开展多

样化投资者教育活动。同时，携手支付宝“蓝马甲”持续开展线下“理财教育进社

区”等专题活动，帮助投资者集中

系统、持续便利地获取证券期货知

识，认识投资风险并掌握风险防范

措施，知悉权利义务，树立理性投

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蚂蚁集团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ant-financial.com

联系人：董文婷

电子邮箱：wenting.dongwt@

antfin.com

浙江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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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元证券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面积993平米，2020年被证监会命名为国家级投教

基地。基地内设党史教育、证券历史、风险警示、互动沟通、专家讲堂、模拟体验、

意见征集、产品展示、国民教育等十三个功能区，周一至周五8:30-11:30，13:00-

17:00免费开放，周末预约开放。

近年来基地联合多方举办公益活动近4000场，投放元宝学堂、派系列等原创产

品1500余种，与全国56所院校共建投教基地，创办“汇学.会理财”校园实践活动；

六届“国元证券杯”安徽省大学生知识竞赛超30万人次参与；国元证券时间、小元直

播间实现全国受众；以文化赋能投教举办文化艺术大讲堂、非遗文化宣传月。被授予

全省共青团青训基地和安徽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联系点。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二层

联系人：王玉

电话：0551-65116220

电子邮箱：wangyu@gyzq.com.cn基地公众号

安徽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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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安证券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占地面积约为1100平方米。基地设有5个展

厅，15个功能区，可同时满足300人在现场进行参观学习、互动体验。基地精心设置

IP形象“华小安”并创新打造线上特色投教产品，精准分层、因类施教，开拓华小安

“惠学习”、“百老汇”、“察研观社”、“财商教育课堂”等系列栏目。同时基地细分群

体，打造“企智”“青启”“普惠”三级学堂，开展特色化防非宣传教育和国民教育工作，

并将投教与乡村振兴、知识维权、红色教育相结合，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更专业的投

教服务。开放时间：工作日8:30-17:00。

华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路198号财智

中心B1座

联系人：李培媛

电话：0551-65161879

电子邮箱：461420555@qq.com
基地公众号

安徽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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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安信证券投教基地坐落于一座拥有130余年历史的文

保建筑，设有十二大功能区，是目前全国唯一与当地政府

共同建设申报的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秉承“共建、

共享、共赢”的投教理念，曾联合各方资源制作《红色金

融耀百年》宣传片献礼建党100周年；与中证协签订全国首例“投教进校园五方备忘

录”；与深交所合办“安信TALK”演讲大赛；与芜湖市政法委联合出品微电影并斩获

国家级奖项；与芜湖金融局合作针对老年人的品牌投教活动“乐舞安信”；与安徽省

公安厅联合出品影视剧《三叉戟》剪辑视频；与芜湖教育局合作挂牌多家高校实践基

地，并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投教分基地。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20:00	周六、

周日9:00-17:30。

安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内思文化产业楼3楼

联系人：李智

电话：0553-5802977

电子邮箱：lizhi@essence.com.cn基地公众号

安徽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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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福证券国家级投教基地，又名守正学堂，于2016年5月6日被中国证监会正式

授牌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为全国首批，连续四年获得中国证监会“优

秀”评级。

基地秉承“守正笃学”宗旨，寓意恪守正道，倡导理性投资，内设证券历史长廊、

闽台证券馆、科技投教馆、国民教育厅、培训交流厅等。设立至2022年3月，累计接

待海内外游客近百万，荣获投保基金、沪深证券交易所等投教奖项177个。基地积极

践行“把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理念，与福建省内重点小学联手合作，首开系统

性金融财商课程。开放时间：每日9:30-19:00。

华福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文化古巷里的守正学堂

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衣锦坊21号

联系人：林健芳		韩啸

电话：0591-87876192、83995547

电子邮箱：ljf987@moa.hfzq.com.cn

	 			734039518@qq.com
线上参观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福建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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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始建于2016年的兴业证券投教基地与投资者一路相伴，自获“国家级投教基地”

授牌后连续三年被证监会评为“优秀”国家级证券期货投教基地。

基地占地560平方米，设有历史回顾、模拟体验、投教阅览、培训讲坛、国民教

育等10个功能展区。秉持公益、专业、共享的投教理念，兴业证券投教基地实时紧

扣热点，以“党建引领+国民教育+数智创新+集团协同”的特色投教模式、丰富多

彩的线上线下活动、特色鲜明的投教产品、场景化、体验式的科技互动，以及完备的

课程体系和讲师团队，为投资者创建一站式、多功能、全覆盖的投教服务平台，切实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兴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兴业证券大厦1层

联系人：张婷熠

电话：0591-38281890

电子邮箱：zhangtingyi@xyzq.com.cn线上参观二维码

福建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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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兴业证券古田投资者教育基地是第四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

建筑三层共540平方米，2019年起以实体展馆的形式和公益平台面向社会开放，开放

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17:30，设历史回顾区、知识普及区、上市公司专区、风

险教育区、科技互动区、投教产品区、闽西红色金融历史展区、国民教育展区、金融

教育讲坛区。

基地将闽西的红色文化融入建设运行特色，全面挖掘、收集、展示、宣传资本市

场的红色基因和为民初心的思想宗旨。

兴业证券古田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

联系人：陈红亮

电话：0597-3690029

电子邮箱：chenhongliang@xyzq.com.cn 线上参观二维码

福建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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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盛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由国盛证券与江西省赣州市金融办合作共建，总建筑面

积超750平方米，内设专家讲堂区、体感互动区及红色金融展示区等十多个展区，于

2019年12月正式运营，现已开展400余场活动，覆盖超73万人次。2021年被中国证

监会、江西证监局分别命名为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和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基地以“专业、红色、普惠”为特色，构建“母基地+子基地+移动基地”

投教网络。基地建设已纳入《赣州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助力建设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国盛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66号	 联系人：张逸晨

	电话：0797-8155855		 	 	 	 电子邮箱：xiaozhangyichen@gszq.com	

江西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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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航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5年完成建设并运行，2017年获得江西证

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2020年获得中国证监会命名为国家级证

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在2020-2021年度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荣

获“优秀”等级。投教基地设置六大主题板块，分别为启航学堂、中航教育、投保活

动、模拟体验、政策动态及互动社区，供投资者24小时在线浏览。投教基地秉承“教

育、公益、创新、专业”的原则，通过通俗化、形象化的方式，面向广大投资者，打

造了一个兼具知识性、专业性和趣味性的公益互联网络证券学习平台，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帮助投资者掌握证券投资知识、提高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航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tjjd.avicsec.com

联系人：胡晨

电话：0791-86770593

电子邮箱：huc@avicsec.com 网站二维码

江西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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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泰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6年8月建成并正式运营，2017年10月被中国证

监会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实体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占地600平方米，共设

有中国证券发展区、山东资本市场、专家讲堂区、产品展示区、风险教育区、模拟交

易区、互动沟通区、红色金融展区、互动游戏区、儒家文化展示区、签到留言区等

11个功能区，具备展示、培训、交流三大功能。基地以“实体+互联网+科技”为建

设理念，同时融入儒家文化，将投资者教育内容与现代科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积

极结合市场热点开展投资者教育专题活动，创作并发布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投教作

品，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加强与高校、媒体、企业的合作交流，落实投资者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发挥了连接多层次投资者、上市公司及大众媒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和良性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开放时间：每周一至周五8:30-

17:00。

中泰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2号济南国际创新设计

产业园一楼

联系人：于丽梅	 	 电话：0531-81911960

电子邮箱：yulm@zts.com.cn基地公众号

山东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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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鲁证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自2017年开始运营，基地网站24小时面向公众开放，

目前设有期游学院、期游红绿灯、期游试炼场、期游动态等模块，以丰富多样、深入

浅出的形式，满足投资者在新手知识、政策法规、风险教育、投资维权等各个方面的

知识需求，并创立“期游

记”投教品牌。2021年9

月被中国证监会命名为国

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

基地。

基地在投教网站的

基础上，构建公众号、微

博、抖音等新媒体宣传矩

阵，“期货词典”小程序、

评书“老邢说期货”、歌曲

《守护》等内容深受投资者

喜爱。基地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投教铛铛车、金融小站、

水稻一生农耕体验、宝宝

说期货等特色活动，并与

多家高校联合开展学分课

程，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

鲁证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ztqhtj.com

联系人：李丽

电话：0531-81678647

电子邮箱：lili@luzhengqh.com 网站二维码

山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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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原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6年，2017年被授牌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2020

年被授牌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由中原证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原期货联

合建立，占地988平方米，由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和

征集意见区5个功能区组成。基地每个交易日9:00-17:00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节假

日预约开放。基地扎根校园辐射社会，秉承公益性、专业性服务理念为投资者提供

“一站式”投资者教育服务。

中原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龙子湖校区综合实验楼B座二层

联系人：吴婕

电话：0371-65586018线上参观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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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长江证券武汉武珞路投资者教育基地坐落于湖北省武汉人文气息浓郁、高校林立

的武昌区，2016年底建成，2018年1月被正式授牌为第二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

基地。近年来，基地不断更新完善功能区域，扩展到中国证券历史区、互动沟通区、

体感游戏区、模拟交易区、专家讲堂区、有声书柜区、湖北资本市场等15个特色区

域，逐步形成基地为主干，全国分支机构为支干，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

投资者教育服务体系。

长江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558号附5

联系人：魏萧竹

电话：027-87273337

电子邮箱：weixz@cjsc.com.cn 线上参观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湖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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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天风证券互联网资者教育基地建于2016年，

由天风证券联合武汉大学资本市场法治研究中心

共同发起，基地在2017相继获得首批湖北省证券

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命名和第二批国家级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命名。

基地始终坚持“精准投教”的服务理念，相继开设了“金融科普”“资讯阅览”“风

险提示”“在线模拟”四大基础栏目和“学党史·守初心”“学长带你涨知识”“武大学

者-专家讲堂”等特色栏目，还基于网站搭建了投教新媒体矩阵体系，并合作高校推

出湖北省首个纳入高校学分体系的投资者教育课程，和湖北省首个位于高校的投资者

教育基地。

天风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tfzq.com

联系人：张晓斌

电子邮箱：zhangxiaobin@tfzq.com
网站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湖北辖区

互联网基地



55

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方正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占地面积

415平方米，交易日9:00-17:30开放，节

假日预约开放，2017年3月正式开设运营，

2020年1月被中国证监会命名“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湖南省首家国家

级投教基地。

基地共设置十大特色功能区域，寓教于乐，致力于营造一个具有科技化、现代

化的投资者教育环境。基地秉承“公益、教育、服务”的理念，主打“投教+乡村振

兴”“投教+国民教育”的特色投教品牌，致力于为投资者普及金融知识，推动投资

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以金融知识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自开设以来现场接

待服务公众达45000余人次，主办及指导分支机构开展各类投教活动1万余场，投放

18类3056种投教产品。

方正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479号曼哈顿大厦

联系人：李好

电话：0731-85832505

电子邮箱：lihao1@foundersc.com 基地宣传片二维码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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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长沙银行大厦

联系人：陈佳兴

电话：0731-89732315	

电子邮箱：616630598@qq.com

长沙银行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20年11月，是全国首家银行类国家级实体投

资者教育基地。基地以“上市公司”为立足点，围绕“证券+银行”大金融投教定位，

建设大型多元化实体基地。基地凭借“分支行+农金站”物理网络布局，确定“跨界

投教”“红色投教”“普惠投教”特色，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和投资者教育工作纵深发展。

基地坐落在湖南金融中心核心区域，秉承公益性和节约性的原则，进行了“3+2”

的整体布局，“3”即设置基础功能区域、特色功能区域、“小小金融家”模拟体验中心

三类主要场馆，“2”即配备两个提升参观者互动体验的辅助功能馆。开放时间：每周

一至周六9:00-17:00。

长沙银行投资者教育基地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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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发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是首

批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本着“服

务投资者”、“以价值创造成就金融报国之梦”的初心与使命为市场提供有价值的证券

投资知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基地联动网站、微信（公众号：广发证券投教基地）以及两微一端等多宣传平台，

打造了一个兼具知识性、专业性、公益性、互动性、7*24小时开放的互联网+证券知

识学习平台。原创了《犇犇课堂》、《理财精品课》等覆盖A股、科创板、创业板、基

础理财知识、退市证券风险教育的证券热点知识宣传，推广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进社

区、投教讲堂、青少年财商教育系列等线上线下活动。广受投资者好评，历年来服务

投资者累计超过6000万人次。

广发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gf.com.cn

联系人：陈名佳

电话：020-66338391

电子邮箱：chenmingjia@gf.com.cn 网站二维码

基地积极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作

广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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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东莞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

6月上线运行，2020年5月15日被中国证

监会命名为第三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始终贯彻“予您所求	与您共

创”建设理念，不断探索适合投资者的投教方式。制作动画、视频、漫画、海报、图

文、音频、歌曲等便于投资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投教产品，推出股市猜涨跌、K

线大作战、股林大会等寓教于乐小游戏，向投资者普及最新市场动态、法律法规、证

券知识等内容。同时，多措并举开展亮点各异的线下投教活动，特别是利用东莞证

券作为“股东来了”2021活动广东片区唯一承办单位的契机，先后开展高校宣讲、走

进上市公司等特色活动，致力打造“乐教乐学、寓教于学、简明易懂”的特色投教	

基地。

东莞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dgzq.com.cn

联系人：邓越月

电话：0769-22116572	

电子邮箱：dengyueyue@dgzq.com.cn基地公众号

广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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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易方达投资者教育基地是由易方达基

金建设的综合性投教平台，以传播基金理

财知识为特色，立足于分享投资知识和践行国民教育，通过专业化的原创内容、多元

化的互动交流，为投资者提供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公益化专业投教服务。2021年，

易方达投资者教育基地被授牌为广东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全国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

基地始终注重原创，推出了一系列内容专业客观、形式生动活泼的投教文章、漫

画、视频产品，如《基金理财二十问》《一问“易”答》《长期持有系列》等，并与数十

家媒体开设“基金E课堂”专栏，探索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方式。基地积极助力投

教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多所大学、中学合作举办了多场财商素养启蒙、防范校园

贷风险、基金投资知识普及等各类主题活动。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8:	 30-22:	 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易方达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efunds.com.cn	 	 	 	 	 	 	 服务热线：4008818088

客服邮箱：service@efunds.com.cn

广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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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万科2015年主动建立集知识普及、风险提示、咨询服务、成果展示等功能于一

体的投资者教育基地，并借助现代化、互动式的设备为投资者展示资本市场发展成

果、介绍证券期货相关知识。2016年万科投教基地成为首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

育基地，也是首个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实体基地。

基地在万科博物馆基础上改造而成，场馆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展览面积

1100平方米。基地场馆分为展示区和互动区。其中展示区通过巨幅屏幕、真人模拟

等形式向投资者介绍深圳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企业发展史等资本市场背景知识。互

动区则广泛运用体验式、互动式的新技术手段，让投资者在互动的过程中掌握股东

权利义务、投资基本知识等，从而实现基地的投教功能，基地开放时间：周一到周

五9:00-17:30。

万科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万科中心地下一层	 联系人：庄惠娟

电话：0755-25606666、22198039	 	 电子邮箱：ir@vanke.com

深圳辖区

实体基地



61

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招商证券投教基地是深圳首家由证券公司建

设的国家级实体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首

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素养教育公益联盟成员，是

深圳市“百姓学金融”实践基地。基地秉承“以投资者为中心”的理念设置十大功能

区域，集中体现“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国民教育、价值传递”四大核心特色。基地

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9:00—18:00，周日接受预约开放，最大程度满足投资者参访	

需求。

基地积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投教服务平台，打造了“星领航投资学院”课程、

特色情景剧、“红色金融史”特展、“财商夏令营”等品牌投教产品与活动。基地联合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场主体，着力构建投教服务生态圈。

招商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一楼

联系人：何晖

电话：0755-26401818

电子邮箱：hehui@cmschina.com.cn 基地公众号

深圳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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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平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互联网）于2017年被命名为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基地秉承“教育、公益、服务、风控”的理念，具有证券期货知识普

及、投资理念及方法学习、投资风险防范、信息服务等投教服务功能。基地网站内

容丰富，涵盖知识中心、教学视频、案例及法规、防范非法证券专栏、为投资者办

实事等功能区域。同时，基地全方位覆盖了抖音、快手、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开

发《养基攻略》《投资加点料》等众多短视频IP，并在平安证券微信服务号上开设直

播间，持续为投资者提供投教服务。平安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还充分利用平安集团

的平台优势，通过平安证券APP和官网，打造立体化投教宣传体系，扩大投资者覆	

盖面。

平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stock.pingan.com

联系人：谭雯丹

电话：0755-22625518

电子邮箱：tanwendan401@pingan.com.cn基地公众号

深圳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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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全景投教基地为人民日报社下属企业深圳

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建设的投教基地。基地秉

承“沟通创造价值”宗旨，以投资者关系互动

为核心，聚焦金融信息资讯服务，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内容专业丰富的互联网投教平

台，并于2021年成为第四批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设置了投教动态、

投教大讲堂、投教活动、投教专题、投资者互动等功能模块，涵盖丰富的投教投保

视频，开展了“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上市公司云调研”“投教大讲堂”等多项投教活

动。依托全景金融及媒体的跨界属性，全景投教基地积极探索“互联网+投教”的人

工智能及数字化投教模式，充分发挥全景融媒体矩阵的传播作用，让投资者服务触手	

可及。

全景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edu.p5w.net

联系人：周卓

电话：0755-83769870

电子邮箱：zhouzhuo@p5w.net 网站二维码

深圳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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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同年6月获得“自治

区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命名。2021年9月荣获“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授牌。截止2021年12月，国海证券已累计开展超过900场投教活动，覆盖人数

超过20万人次，制作定制版财商桌游《财赋大玩家》、财商线上课程等投教产品超

过5万余件，阅读及点击量超过700万人次。基地新址占地287平方米。基地共设

10个区域，包括投教产品展示区、互动沟通区、风险警示区、意见征集区、证券历

史区、东盟资本市场区、模拟交易区、红色投教区、国民教育区、专家讲堂区等。

基地充分结合广西地方民族特色，运用推拉屏、透明触摸屏、智能机器人、VR体验

机等科技设备提升现场参观体验。

国海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46号国海大厦一楼

联系人：林嘉幸	 	 	 	 	 电话：0771-5510652

电子邮箱：linjx@ghzq.com.cn

广西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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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南橡胶投资者教育基地是由海南橡胶联合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中国天然橡

胶博物馆”为基础扩充改建而成，展厅面积4800平方米，收藏展品1.7万余件，是

全国第一家与期货交易所共建的投教基地。海南橡胶投教基地设有9个展厅，分别

向投资者展示了中国天然橡胶产业从无到有的光辉发展历程、与天然橡胶有关的科

学知识、橡胶与证券、期货市场的融合发展以及投资者风险教育等内容。2021年，

海南橡胶投教基地举办活动近百场，全年合计接待6万余人。

海南橡胶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03号		 	 	 联系人：邢增馨

电话：0898-31669317		 	 	 电子邮箱：xingzx@hirub.cn

海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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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西南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西牛学苑，于

2016年4月一期正式上线，辐射全国，可随时接受

社会公众访问，并于2018年1月16日被证监会正式

授牌为“国家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西南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定位为“智能体验	寓教于乐”的投资者教育一站式学习

体验平台旨在为投资者打造轻松、有趣、个性化的教育平台，注重将复杂的金融知识

化繁为简，寓教于乐。投教基地网站设置了知识中心、投教产品、投教动态、模拟体

验、最新资讯等栏目，年访问量超过百万人次。

西南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联系方式：

网址：edu.swsc.com.cn

联系人：张甜甜

电话：023-67949059

电子邮箱：zhangtt@swsc.com.cn

重庆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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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占地897平米，以贴近投资者的

方式，设置了中国证券历史文化展示厅、

投资者保护综合展示区等十四大功能区。2020年5月，获得证监会颁发的全国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的授牌。

基地一直秉承“有温度的投教基地”的建设理念，深耕“抓源头、帮弱者、助贫

者”三大运营主线，以国民教育为重点和特色，开发了《青少年五德财商系列丛书》

（四册）、《中老年五德财商智慧丛书》（四册）等投资者喜爱的投教产品，并针对各年

龄段打造品牌公益投教活动——知善学堂、银发财商等，以沉浸式、体验化的方式增

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开放时间：交易日全天开放，节假日预约开放。

华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有温度的投资者之家

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庆三路399号

联系人：唐岭

电话：028-85087851

电子邮箱：148352088@qq.com 基地公众号

四川辖区

实体基地



68

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金证券第5小时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国金证券整合网站、

微信、微博等互联网新媒体来打造的公益性互联网投教平台，

致力于向投资者提供专业、及时、全面的一站式投教服务。基地结合多层次的投教

产品，多形式的投教活动，多平台的投教宣传，向投资者广泛普及证券金融知识，

及时揭示投资风险，帮助其提升证券投资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基地于2015年上

线，于2019年11月通过中国证监会评审，被命名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2021年在中国证监会组织的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基地获得

“优秀”评级。

国金证券第5小时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网址：95310.org

联系人：戴倩

电话：028-86691363

电子邮箱：daiq@gjzq.com.cn基地公众号

四川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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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创证券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建筑面积465.9平方米，于2017年2月由华创证券

按照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建设要求出资打造，同年获得省级证券期货（实体）投资

者教育基地授牌。2021年9月，投教基地获得第四批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

成为贵州省首家国家级投教基地。投教基地内设置资本市场历史展示区、模拟体验

区、意见征集区、专家讲堂、产品展示区、财商教育区、乡村振兴区等功能区域，为

投资者提供证券期货基础知识、政策法规、自律规则、投资风险与防范措施、投资者

权利义务、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特征与危害、互联网金融与信息安全知识等参与市场

需要了解的必要信息，同时注重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教育工作。通过扩大公益性服务范

围，开展全方位多主题投资者教育活动，深入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多年来，投教基地扎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坚持“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打造一站式平台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投教需求。目前，投教基地已

形成数字投教+党建+红色的鲜明特征，并融合当地民族特色，通过图文漫画、音视

频、微电影、沙画、游戏、财商教育课程等各类投教作品，讲老百姓听得懂、学得

会、记得住的投教故事。

华创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贵州省瓮安县雍阳镇锦美时代广场五栋二楼

联系人：冉红芳	 	 	 	 电话：0851-86827205

电子邮箱：ranhongfang@hczq.com

贵州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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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红塔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自2017年建成、运营以来，始终秉承公益、教育、服

务的理念，充分运用实体和网络共建的投教平台，立足云南特色，始终保持民族团结

的工作原则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方向，针对云南多少数民族、多山区的特

点，有效开展各项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工作，更好地服务云南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基地展厅颇具民族特色，设置了新证券法、互动沟通、适当性、证券历史、云

南资本市场、风险警示、专家讲堂等多功能区。自2019年以来，基地持续开展“云

南民族地区投教行”公益巡讲活动，目前活动已覆盖云南省内全部8个少数民族自	

治州。开放时间：交易日9:00—17:00。

红塔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线上参观二维码				基地公众号

联系方式：

基地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168号副楼

官方网站：tj.hongtastock.com:8888

联系电话：0871-63561346

联系人：陈方

电话：0871-63577072

电子邮箱：chenfang@hongtastock.com

云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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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林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2021年

获批的第四批国家级实体投教基地，以服

务西藏、宣传西藏，做深、做透、做扎实

西藏辖区投教工作为目标，聚焦“高校学生培养”、“中老年投资者保护”、“偏远地区

投资者帮扶”等重点工作方向，立足西藏，辐射全国营业网点，并配备投教基地网

站，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打造特色投教产品，丰富投教活动形式，积极参与西藏乡村

振兴工作，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基地占地530平方米，该基

地设置了签到留言、模拟交易、互动沟通、产品展示、风险警示、意见征集、证券历

史、国民教育、西藏资本市场、专家讲堂十大功能展区，也是国内首个兼具汉语藏语

的双语投教基地。

华林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幢1单元5层6号

联系人：曾旻		 	 	 	 	 电话：0755-82707888-1130

电子邮箱：zengmin@chinalin.com

西藏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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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西部证券投教基地2019年7月获得陕西证监局“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

2020年1月被中国证监会命名为“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是西北地区首

家“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面积580平方米，设置11大功能区，以“实体+科技”

为特色，通过线上、线下多措并举，开展多样化、体验式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为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生产生活必须了解的金融知识，帮助广大投资者提升金融风险防

范能力。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9:00至17:00，周六9:00至12:00。

西部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联系方式：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人民大厦西楼

联系人：尚嘉辉

电话：029-87406499

电子邮箱：shangjiahui@xbmail.com.cn线上参观二维码

陕西辖区

实体基地



省级
投资者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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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信证券北京地区投教基地建于2017年2月，面积120余平方米，设置发展历

程区、风险投教区、互动体验厅、交流互动区等功能区域。日常对外开放（周一至周

五9:00-16:00），是日常投资者和社会各界投资者学习投资知识、提高投资素养的

好去处，日常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向社会各界提供了包括直

播、培训、讲座、投资者教育进百校等千余场特色品牌活动，投

教产品及宣传内容涉及儿童财商培养、理性投资理念教育、专业

知识解读、风险警示案例、防非宣传

等，覆盖及服务社会大众达两百余	

万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号摩码大厦一层

联系人：姜明　010-88315723

东兴证券实体投教基地成立于2017

年，建筑面积202平方米；2021年，基地

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并扩大了面积。基地

于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9:00-16:00）

免费对外开放，月平均开放时长150小时。

基地功能区域包括资本市场发展史、投教

大讲堂、投资者体验区、风险提示区、投

教产品展示区、特色投教活动宣传区、图

书角、荣誉墙等，此外基地现场还张贴打非及投教知识实物展板30余块。基地始终

坚持以投资者服务为宗旨，热情接待投资者、传播证券投资知识，开设投教讲堂，举

办公益活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3楼

联系人：周海生　010-66559982　zhouhs@dxzq.net.cn

国信证券北京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兴证券实体投教基地

北京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75

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泰证券北京投教基地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

功能齐全，构造新颖，致力于打造综合一体的“城市书吧式”投教

文化展示基地。一是探索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多样性书籍，向准备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相关考试的学生提供免费自习服务。二是每周五定

期举办线下热点讲座，灵活

多样开展投教活动。三是特

别为小朋友设立“财商图书角”，为小访客提供

适龄图书，准备财商桌游，寓教于乐。开放时

间：周一至周五早9点至17点。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大厦D座一层

联系人：韩笑　010-84275151

	 hanxiao017897@htsc.com

中邮基金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泰证券北京投资者教育基地
——免费提供自习服务 跨界打造全新模式 北京辖区首家

“城市书吧”式投教基地

基地线上运营微信公众号“中邮微理

财”，线下实体空间分为六个区域：特色影

视区、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

验区、互动沟通区、征求意见区。特色影

视区内展现由本基地依托国内首部投资者

教育轻喜剧——《股民老裴》，以及与今日

头条策划推出制作的投教系列视频《雯基

启吾》。基地致力于打造集知识性、专业

性、实用性、趣味性、公益性于一体的一

站式教育服务平台。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乙十六号

联系人：吴科　wuk@postfund.com.cn

基地公众号

北京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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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东兴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

（tjjd.dxzq.net）成立于2017年，

基地依托公司的业务资源优势，通

过与实体基地互动融合的方式，让

投资者了解证券知识，揭示风险、

熟悉投资品种和工具，倡导理性投

资，为投资者提供便捷、丰富、有

效的投资者教育内容，获得投资者

的好评。基地包括东兴学堂、我要考试、模拟体验、政策法规、投资者互动、视频课

程。还包括风险提示区、打非专区、反洗钱专区、投资者权益保护及投教风采、趣味

投教等6个板块。自成立以来，原创投教作品与投教团队多次获奖。

网址：tjjd.dxzq.net

联系人：周海生　010-66559982　zhouhs@dxzq.net.cn

和君商学院投教

基地成立于2017年，

是北京证监局首批授

牌的投资者教育互联

网基地之一。网站由

北京和君商学在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主

办，面向社会公众开

放。和君商学院投教基地帮助投资者了解证券期货投资的基础知识，树立风险管理意

识、建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网站共设有“投教资讯”、“投教知识”、

“投教课程”、	“互动答疑”、“意见征集”、“满意度调查”、“模拟体验”等七大功能	

区域。

网址：toujiao.hejun.com

联系人：南春雨　北京和君商学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nchunyu@hejun.com

东兴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

和君商学院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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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证保通云平台是财界网互联网投教基

地、北京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教基地，是北

京网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面向证券、期

货等市场投资者提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的互

联网服务云平台。证保通涵盖网站PC端、

手机网、移动App、微博、微信等多个媒体

平台，形成了以PC端为主体的全媒体、全

通道的传播格局，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智能推荐等互联网先进技术手段，发挥

视频运营优势和与证券公司长期合作的优势。现已成为集知识普及、风险提示、咨询

服务、成果展示、智能推送等多种投资者教育与保护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平台。

网址：www.360zbt.cn

联系人：杨燕艳　北京网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10-65948888　yyy@17ok.com

微博投教基地于2021年正式成为北京市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微博平台拥

有大量的权威财经媒体机构和自媒体生产

优质的投教内容，聚合了超过6500万的财

经兴趣用户。2021年5·15投资者保护宣

传日活动期间，微博投教基地积极响应北

京证监局号召，策划了一系列投教活动，

一周时间#投资者教育#话题突破1亿阅

读量，至今已突破3亿阅读量。

网址：m.weibo.cn/p/231239_-_COLUMN

联系人：高敏、刘海涛　新浪微博

	 gaomin3@staff.sina.com

	 haitao4@staff.sina.com

证保通云平台投资者教育基地

微博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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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抖音投教基地结合互联网平台特色，以投教内容、活动合作、宣传渠道、交互

体验等多方面为切入点，着力打造契合投资者需求的教育服务平台，积极为投教工作

持续优化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不懈努力。抖音投教内容承载形式多样，包含官方抖音

号、H5页面、电脑网页以及小程序，其中定制版小程序独具抖音特色，高热视频左下

方携带投教基地锚点，可有效提高投教内容曝光度。投教基地由投教产品展示区、精

选文章区、专家讲堂区和投教基地展示区等功能区构成，通过展示站内兼具专业与趣

味的投教类视频、专业金融机构和知名经济学家共同参与投教工作的成果、特色图文

投教文章等，帮助广大投资者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汲取专业投教知识，共建特色投教

生态。

网址：finedu.douyin.com

联系人：唐玉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tangyu.13347@bytedance.com

抖音投资者教育基地

北京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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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2018年底，一德期货有限公司秉承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普惠性原则，将公

司专业期货投教体系与天津金融博物馆浓郁金融文化氛围相结合，共同筹建天津金融

博物馆·一德期货联合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坐落于天津具有百年金融历史的解

放北路，为全国首家以期货公司与博物馆联合设立，集期货、证券、基金、保险、货

币五位一体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于每周一至周五10:00—17:00对外开放，内

设中国金融史、期货发展史、风险警示、专家讲堂等展区，进一步丰富投教内容及形

式，营造良好的期货投资者教育氛围。2019年9月投教基地被授牌为“天津市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2021年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获得“优秀”。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29号天津金融博物馆

联系人：白雪　022-58298788-6112　ydqhjjyw@163.com

天津金融博物馆·一德期货联合投资者教育基地

天津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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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源达投资者教育基地于 2017年 5月

正式命名授牌，开放时间为每个工作日的

9:00-11:30，下午的13:00-17:00，场地面

积550余平方米，分为产品展示区、模拟体

验区、互动沟通区、专家讲堂区、证券咨

询风险警示区、征集意见区、中国证券历

史展示区和风险警示区等8个功能区域。基

地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证券期货书籍、证券分析软件、模拟操作平台、折页、手册、

视频课程等投教产品，提供触控一体机、平板电脑、台式电脑、证券行情电子屏等投

教设备，为投资者提供系统便利的投教服务。2017年至今，基地共开展了多次投资者

教育培训活动，基地开展的历次培训活动，在网络、电视台等相关媒体进行了报道。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跃进路167号

联系人：李增龙　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311-87100551

源达投资者教育网于2017年5月正式

命名授牌，源达投资者教育网包含了投教

知识、宣传专题、最新咨询、互动培训、

证券咨询等模块，投教知识模块包含了证

券期货类法律法规，还包括一些投教案例

展播、投教基础知识、进阶知识等子栏目。

互动培训板块是通过直播的形式，开展证

券行业法律法规在内的专业培训课程和投教内容的培训，提高投资者知识水平。证券

咨询板块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简介，以及针对证券咨询业务的法律法规以及风险警

示，提示投资风险，倡导理性投资。宣传专题主要针对投教活动进行宣传，增加投教

覆盖面。最新资讯板块主要通过及时更新金融资讯信息让投资者了解证券市场的资讯

动态。

网址：www.ydtjzx.cn

联系人：李增龙　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311-87100551

源达投资者教育基地

源达投资者教育网

河北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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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通证券山西分公司投教基地占地229平方米，内设十一个功

能区。自2021年2月投入运营以来，基地坚持每周一至周六8:30-

17:30对外开放，秉持“金融公益为底色、专业化为本色、创新晋

商文化为特色”的宗旨，借助海通证券专业优势，以投资知识与投

资理念为核心，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参观学习，组织开展了多场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的投资者教育公益活动。基地自主设计了一系列具

有文化创新、内容创新、交互创新特色的

投教作品，其中，以《神探狄仁杰之迷雾

“黑嘴”》为代表的精选作品分别获得“山

西证券业2021年最受欢迎的投资者教育产

品”比赛多项一等奖。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龙盛街2号

联系人：李茜　　0351-3533091

	 729118391@qq.com

山西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是由PC端为主投

教基地，融合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号、微视

频官方号两微一抖组成的新媒体投教平台。基

地以普及投资知识、揭示市场风险、投资者权

益保护、促进互动交流为目标。开设了证券学

院、网络课堂、教育展示等特色栏目，内容涵

盖了证券投资知识、法律法规、适当性管理、

模拟交易体验、专家看盘论市、投资风险案例等，形式包括传统文档、标准课件、图

文视频、动漫游戏等多元化应用。为投资者获取金融知识、增强保护意识、树立正确

投资理念提供了强大平台。2019年5月，基地被山西证监局命名为“山西省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并连续两年被山西证监局评为“优秀”。

网址：edu.sxzq.com

联系人：陈淼	 95573	 chenmiao@sxzq.com

海通证券山西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山西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山西辖区

互联网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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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三立期货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21年2

月26日正式投入运行，是山西省首家由期

货经营机构搭建的互联网投教基地，2021

年6月获得山西省证券期货投教基地授牌。

基地是集开放性、公益性、综合性、教育

性为一体的综合性互联网平台。基地划分

为七大功能板块，其中视频教室与投资者保护为两大亮点板块，通过动画、漫画等形

式将晦涩难懂的金融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原创投教产品，受到广大投资者的一致好

评。基地运行以来，不断深化投教内容，创新投教形式，在拓展投资者金融知识，增

强投资者市场风险意识、提升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网址：edu.sxslqh.com

联系人：李鹏飞　山西三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0351-8689852

	 lipengfei@sxslqh.com

民众咨询互联网投资者教

育基地于2021年2月起正式运

营，是山西省唯一一家由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搭建的互联网投

教基地，2021年6月获得山西

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

牌。基地集特色性、专业性和

趣味性为一体，全天候开放，

投资者可随时登录学习投教知识。基地划分为“首页、知识普及、投教活动、金融资

讯、互动直通、风险提示、多层次资本市场”七个板块，采用原创视频、图文、音频等

方式为投资者普及金融知识。基地组织投资者开展了多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投资

者教育活动，帮助投资者加深对政策内容及金融知识的理解，理性参与市场实践活动。

网址：www.mzzqtz.com

联系人：王凌　民众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351-5665500　hegui@mztzzx.com

三立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民众咨询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山西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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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恒泰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积极开展各项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工作，传播证券投资知

识和强化市场风险教育，通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开展投教服务。基地于2018年10月

30日正式投入运行，2021年基地加入民族元素，完成版面内蒙古特色化更新，基地

集知识学习、风险教育、互动体验为一体，致力向投资者提供全方位信息交流平台，

设立专家讲堂、投教资讯、风险提示、投资者之家等栏目，在2021年度申报建设运

行的省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考核中获“优秀”评级。

网址：edu.cnht.com.cn

联系人：张颖星	 0471-3678750		zhangyingxing@cnht.com.cn

恒泰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

内蒙古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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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分公司投资者教育

基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顺达，川流不息，

周边重点院校林立。基地总面积约220平

方米，共划分为接待指引区、历史回顾区、

风险警示区、投资必知区、资料查询区、

领导关怀区、互动体验区和培训交流区八

大区域供投资者体验。投教基地坚持把投

资者教育功能放在核心位置，注重投教内

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将基地打造成兼具知识普及、风险提示、咨询服务、成果展示

的载体。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9:30-16:30	（周末可预约参观）。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48号

联系人：徐利文　024-86852679

	 xuliwen	024627@gtjas.com

广发证券辽阳民主路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7年2月，同

年6月1日获辽宁证监局正式授牌。基地以搭建覆盖辽阳地区辐射

周边城市的投教品牌，提供便捷的投教服务为基本功能目标。投教

基地在多年的运行中，坚持为投资者搭建提供一站式的投教服务

的平台，帮助投资者了解证券投资知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掌

握科学投资方法、提升风险管理意识、获取投资维权帮助。基地

始终积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微信公

众号、新华号、实体基地）的形式的开展

投教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	

效果。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25号

联系人：刘新福　0419-2131388

	 bfliuxinfu	@gf.com.cn

国泰君安证券辽宁投教基地

广发证券辽阳民主路投教基地

基地公众号

辽宁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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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大连德泰投教基地秉承“公益、服务、责

任”的理念，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基地面

积600平米，以“线上线下、以点带面、全面

铺开”的工作思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投

教平台，线下设置了投教讲堂区、互动沟通

区、风险警示区、产品投放区、征求意见区、

模拟体验区六大功能区域。同时开展了投教工

作进企业、投教工作进大学、投教工作进社区等活动，切实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公益性

的投教服务，强化为中小投资者服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基地开放时间：每周一

至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00。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发展大厦二楼

联系人：邵岩	周维维	 0411-87616995	 1240370945@qq.com

大通证券投教基地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武汉街53号一层，占地面积120平

方米。基地于2020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交易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7:00，自开放以来接待访客近5000余人。2021年7月获命名为省级投教	

基地。

基地共设置了八大功能区，以“实体+互联网+科技”为建设理念，配备多点触

控、VR体感等科技设备。同时基地开展各类投教活动，如：“基础设施REITs来了”、

“高质量发展的上交所股票市场”、“牵手北交所	共迎新起点”等。基地现有折页、宣

传册等投教产品70余种，形成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能投教模式，将投教与现代科

技结合，帮助广大投资者掌握证券知识，提高风险意识。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武汉街53号一层

联系人：林弘　0411-39991856　linhong@daton.com.cn

大连德泰投资者教育基地

大通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大连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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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恒力期货投教基地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证券期货知识普及、风险提示、信

息服务等投资者教育服务功能的重要平台。投教基地选址在大连沙河口区会展路-百

年汇D座，面积113平。室内面积开阔，适合做展览场所。投教基地场地具备12个功

能板块，分别是期货知识普及区、期货品种介绍区、产业链介绍区、风险警示区、互

动交流区、期货品种问答区、期权微课堂区、期权知识介绍区、模拟实验区、专家讲

堂、投教产品摆放区、留言区。基地针对投资者关心的知识信息，开展专项介绍和展

览活动，如期货新品种上市情况、期货产业链知识、投资热点等。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百年汇D座

联系人：嵇一桐　jyt@hengliqihuo.com

恒力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大连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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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泰君安证券吉林分公司投教基地于2017年9月成立，建筑面积142.14平方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08:30-17:00。基地分为七个功能区：接待指引区、历史回顾

区、风险警示区、投资必知区、资料查询区、互动体验区、培训交流区。自授牌运营

以来，基地不断尝试多途径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并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投教活动。运营

期间内举办多场投资者座谈会，同时投教专员走出基地，走进校园、社区、企业、乡

村等地举办外延式投教活动。基地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更贴近实际地

履行服务宗旨，让更多投资者切实参与到投教活动中来。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4848号华贸国际26层

联系人：杨亚男　0431-89680799

海通证券长春投资者教育基地，2017

年成立，是中国证监会吉林省证监局授牌

省级投教基地。设置七大功能区域：证券

市场大事记、风险警示区、产品宣传区、

彩虹大讲堂、模拟体验区、意见征集区、

互动交流区。基地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无偿提供投教服务。坚持投教工作“请进

来”、“走出去”，不仅在现场举办各类培训讲座，还深入周边社区、高校、企业等场

所，为投资者普及证券期货投资知识、揭示各类投资风险。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

理念、提高风险意识，识别和远离非法金融行为，力求培育成熟理性的投资者队伍，

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大经路550号海通证券一楼

联系人：杨楠　0431-88720097　yn10610@htsec.com

国泰君安证券吉林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通证券长春投资者教育基地

吉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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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恒泰证券长春分公司投教基地，2017

年9月被吉林证监局授予吉林省证券期货

投教基地称号。投教基地使用面积180平

方米，分为体验区和培训区。恒泰证券长

春分公司投教基地秉承专业性、实用性、

公益性原则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致力于

开展投资决策教育、资产配置教育、权益

保护教育。投教基地开展投教活动保持多样性，以讲座、座谈会、沙龙、知识竞赛等

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宣传金融知识。开放时间：工作日8:30-11:30	 13:00-16:30	

周六、周日根据活动需要不定期开放。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京大街与新发路交汇处	恒泰证券长春北京大街营业部三楼

联系人：曲女士、徐先生　0431-82733866

申万宏源证券吉林长春实体投资者

教育基地地处市政府及金融中心核心商

圈，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自2021年

4月30日正式运行，每周二至周六（8:30-	

1 7 : 0 0）对外开放。投教基地通过与

FM88.9广播电台合作，积极开展投教类

直播活动。投教基地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内含3个互动体验区、1个历史展示区、	

1个投教培训区和1个交流活动区。投教基地充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智能化金融科技手段，借助“智慧投教”及“1+N”实体投教基地模式，不断丰富投资

者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并对投资者精准画像、因材施教，探寻千人千面的投资者教育

新模式。基地向广大投资者提供系统性、趣味化的投资者教育内容，并传递“科技让

金融更简单”的智慧投教理念。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3号楼4层

联系人：金泉勇　0431-81330901　jinqy@swhysc.com

恒泰证券长春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申万宏源吉林长春（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

吉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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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方正证券延吉投资者教育基地是目前延边州第一家省级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方正证券延吉投教基地在每个交易日的9:00-

17:00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投教基地秉承公益、专业、便民的理念，

用创新投资者教育方式，开发和推广有影响力的投教产品，以保护

投资的合法利益为宗旨，带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客户服务

体系，全面展示方正特色及延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培育成熟理性

的投资者队伍，保障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地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爱丹路359号

联系人：李浩　0433-2913505　lihao4@foundersc.com

方正证券延吉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吉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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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海通证券大庆昆仑大街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6月正式授牌，为黑龙江

省首家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总面积186平米，设有七个特色功能区域，分

别是：接待区、产品展示区、模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征集意见区、专家讲堂区、

投资者教育园地区。投教基地自对外开放运营以来，累计接待参观人数20760人、“投

教大讲堂”开展各类投教活动122场、参与人数10330人、投放投教产品134600份。

同时在学校、社区，积极开展各类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线上、线下投资者教育主题

公益活动。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	13:30-16:30。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昆仑大街184号

联系人：薛非　0459-5988837　htdq_xf@163.com

海通证券大庆昆仑大街营业部实体投教基地

黑龙江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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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富通交大安泰投资者保护教育基地成立于2020年7月，由海

富通基金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强强联手、共同创办，

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大量纳入国民教育的投教活动，并产出一批高

质量的投教产品，基地整体面积逾120平米，设有六大功能区，包

括：直播课程区、成果

展示区、交易体验区、

沙龙交流区、资料阅读区、意见征集区。

2021年6月，基地顺利获得“上海市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

地址：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联系人：时启晗	021-38650912	

	 qhshi@hftfund.com

上海基金业-陆家嘴金融城投资者教育基地，由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和陆家嘴

金融城发展局联合打造，2020年12月29日正式揭牌运营。矗立于金融开放最前沿，

基地努力打造功能多样化、服务人性化、活动层次化的实体投教平台，创新性地将

“党建”与“公益投教”有机融合，实现了“投资者利益第一”的行业价值观与“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统一。运营以来，基地汇集了上海基金业成员开发的主题

丰富、形式多样的投教产品达40种，并定期举办线下投教活动“基金时光”和“儿

童财商”共计12场，基地日均访客100-150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中心大厦22层

联系人：张晓芸　021-58203772　zhangxy@samacn.org.cn

海富通基金—交大安泰投资者保护教育基地

上海基金业-陆家嘴金融城投资者教育基地

——知名公募+百年学府，立足上海+面向国际

基地公众号

基地公众号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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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浦东投资者教育基地由浦东新区金融

工作局发起建立，以望江驿12号为线下核

心载体，以浦东金融安全哨微信小程序为

线上核心载体，以相关单位的投教基地为

关联载体，构建金融行业“一站覆盖”式投

资者教育载体。基地聚焦“投资者教育”、

“展示宣传”、“党建联建”三项核心功能，

内部设置公益金融咨询区、课堂区、展示

区、书吧、接待区、意见反馈区、互动体验、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基地命名情况：2021

年7月由上海证监局授予“上海市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2021年12月，被浦东新

区命名为“首批浦东新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品牌阵地”。基地运营时间：9:00-20:00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望江驿12号（世博公园内）

联系人：朱晓舟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　021-38475606

	 zhuxz@pudong.gov.cn

立信—国信证券投教基地是由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与国信证券共同组建运行

的公益性投教场所。投教基地以上海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文翔路校区海集方金融工程

中心、上川路校区现代金融实验教学中心

为基础，联合附属学校证券体验馆共同组

建。基地场地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设立

八大功能区。投教基地搭建多维投教场景，

通过专家课堂、投资者沙龙、模拟交易大

赛、走访机构公司等多元化形式，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扩大基地投教的辐射度和穿

透力，深入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地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联系人：夏雨欣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021-50218683　xiayuxin@lixin.edu.cn

浦东投资者教育基地

立信—国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上海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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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德邦证券省级互联网投教基地获

得上海辖区首批授牌，以投教基地网站

（education.tebon.com.cn）及微信公众

号、微信视频号、新华号等衍生平台为中

心，构建线上媒体矩阵。同时，德邦证券

于2020年与上海科技金融博物馆联合共建

实体投教基地，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

路89号2楼，以科技金融为特色，充分利

用声、光、电、影、物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集中、系统、持续便利获取证券期货

知识。投教基地近年来持续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工程，深耕乡村振兴，积极探索

投资者教育与防非、普法、党建、财商素养相融合。

网址：education.tebon.com.cn

联系人：吴庆成　021-68761616-8315　wuqc@tebon.com.cn

恒泰期货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17年5月荣获上海市首批省级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基地网站一共设置了“在线投教

咨询”、“模拟体验”、“投教视频”、“专项活动”、“恒泰学院”五

大版块，面向投资者提供投教视频讲座、期货基础知识、在线咨

询、期货期权模拟体验、期货法律法规宣传、案例分析等多种期

货投教产品。恒泰期货互联网投教基地积极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开启期货人

才培育项目，分别在上海海

洋大学与上海杉达学院开设

“期货及衍生品分析于应用”

课程以及“期货交易实务”课

程，培养应用型人才。

网址：www.htqhedu.com

联系人：李超宇	021-68405902

	 lichaoyu@cnhtqh.com.cn

德邦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恒泰期货互联网投教基地

基地公众号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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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点掌传媒投资者教育基

地由上海点掌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办，是2017年

上海证监局首批命名的互

联网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

基地，以“知道越多，风险

越小”作为本基地的核心理

念，点掌投教基地在内容方面以长视频、短视频宣传为特色，涵盖打非案例、小课

堂、公开课、投教动态、人物专访等多种形式，主要宣传阵地覆盖官网、微信、微

博、主流短视频平台及合作媒体；举办多期走进上市公司、大学生投资交易策略大

赛、机构投资者交流会、线上公益培训等活动，向投资者传递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理性投资的理念。

网址：www.niuke.me

联系人：李晓莲　上海点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lli@aniu.tv

证通投资者教育基地是上海市首批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旨在向投资者普及证券投资基础知识，提示证券投资相关风险，帮

助投资人树立稳健、审慎、长远的投资理念。目前，证通投教基地

主要通过投教网站和公众号两种形式进行宣传。互联网投教网站建

有知识中心、投资者权益保护、投教Live和投资者调查问卷等功

能模块。在展示形式上，不仅有传统的文字材料，也有音频、视

频、图片等多样化的形式，力争起到寓教于乐的投资者教育效果。同时，证通投教基

地还利用证通财富、证通股份投教基地、智能投教微信公众号作为衍生投教窗口，将

各类信息同步推送，实现电脑端和移动

端投教内容的有机整合。

网址：edu.zhengtongcf.com

联系人：徐婕　xujie@ect888.com

点掌传媒投资者教育基地

证通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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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睿远基金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1年1

月上线独立网站，2021年7月被命名为上

海市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2021年10月

加入上海市投保联盟，2021年12月推出微

信公众号服务。基地持续推出原创投教内

容，仅自2021年以来，通过基地各平台累

计原创投教文章达60余篇；在中国证监会

上海监管局的指导以及上海市基金同业公

会的编撰组织下，发布《权益类基金投资知

识手册》，获得行业内外好评与广泛转载；

推出《睿·远行	让投资更美好》、《投资·与时间相伴》等系列投教视频；联合国内外

顶尖高校投资社团共同举办睿远基金高校证券分析大赛，旨在传递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的公益性投教活动。

网址：edu.foresightfund.com

联系人：田雨松　021-38173133

新华财经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1年2月投入使用。目前已建

成网站版、移动版，涵盖版块包括“投教要闻”“投教学院”“主

题活动”“风险教育”“投资公告”“模拟体验”六大组成部分。基

地亮点为权威发布+传播平台+汇集优质资源。基地依托新华财

经实时权威的财经信息、全面深度的全资产类别数据、专业领

先的经济智库等优势资源，为投资者提供专业投资知识。发挥

中国经济信息社优质资源聚合能力，邀请相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研究专家举办

专题讲堂、讲座，以生动活泼的呈现

方式，提供更贴近投资者需求的投教	

内容。

网址：edu.cnfin.com/tj/

联系人：李老师　XHCJ_IE@163.com

睿远基金投资者教育基地

新华财经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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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上海证券报—上证

投资家互联网投教基地于

2021年2月3日正式上线，

包含了股民学校、基金大

学、投教联盟和上证悦读

会等特色栏目，以及ETF

专题、北交所专题和科创中国等专题系列视频课程。上海证券报联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单位，于2021年开展了上海高校ETF知识竞赛暨理财规划方案大赛、大学生财富

素养公益调查等两项投教活动。2022年，ETF知识竞赛和大学生财富素养调查活动将

扩大到长三角地区。3月11日，上海证券报在上海证监局、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基

金业协会指导下，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上

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上市公司协会等单位启动“百位专家

投教行”。采取线下讲座、线上互动、专题课程等三种方式，开展主题全面、形式多

样的投教公益活动。

网址：edu.cnstock.com

联系人：张勇军　上海证券报社　021-38967587

第一财经“云投

教·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建于 2021

年3月，2021年7月获

评“上海市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通过

电视节目、专题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形式，展示资本市场发展成果，投

放投资者教育产品，提供投资资讯与服务，还运用体验式、互动式等技术手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沟通。拥有投资新动态、发现价值、投资者课堂、基金时间、财商·财

智、主题活动等六大特色板块，每日持续更新。

网址：investoredu.yicai.com

联系人：戴佳运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daijiayun@yicai.com

上海证券报—上证投资家互联网投教基地

第一财经“云投教·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网站二维码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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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全景投资者教育上海基地于2021年3

月1日正式上线运营，基于全景网的首页

显著位置为入口，以便触达到更多投资者。

网站的建设融入相关投教产品外，更引入

了全景个性化产品以及一些特色活动，包

括走进上市公司系列、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上海辖区基金公司集体接待日、定期的培训视频录制活动等。网站自上

线以来，累计浏览人次逾三十万。

网址：edush.p5w.net

联系人：王韵	 021-53215291	 wangyun@p5w.net

全景投资者教育上海基地

上海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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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太湖金谷投教基地2014年开始运营，2017年6月被列为江苏省首批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基地注重投教内容的多样性、投教体验的专业性、投教工作的多媒体化，

划分5个功能区，分别为产品展示区、模拟体验区、专家讲堂区、互动沟通区、意见征

集区，形成兼具知识普及、风险提示、咨询服务、成果展示的载体。基地运营至今举办

投教活动140余场，参与受众10000多人次，累计投放投教产品150余种，实体投教产

品投放数量约16000个，电子投教产品阅读量达8万多次。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37号

联系人：吴真真　太湖金谷（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512-68310913

	 wu.zz@sndvc.com

东海期货互联网投教基

地，包含“东海在行动、学党

史·办实事、学无止境、防患

未然、投教动态、沙场练兵”

六大功能区域，覆盖期货基础

知识、交易、法规等多层次内

容服务体系，于2021年6月荣

获江苏证监局省级投教基地命名。自2020年4月28日上线以来，投教基地通过系列

短视频、动画、图片、文字等形式的百余个原创投教产品，普及期货基础知识、功能

和作用；结合最新资讯、政策法规、现实案例等内容，为投资者做好风险警示相关服

务；成功携手高校、企业、金融机构等组织，为投资者带来两百余场线上直播与线下

宣讲，培育市场的风险管理理念。

网址：edu.qh168.com.cn

联系人：储圣熙　021-68757102　chusx@qh168.com.cn

太湖金谷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海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苏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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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东吴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20年，以“科技金

融，智能投教”为核心建设思路，依托苏州当地特色创立“秀财”

投教品牌，打造“更懂得”投资者的智能投教基地。2021年9月，

基地被中国证监会江苏证监局授牌成为第四批省级（互联网）证券

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首页共分为十个模块，以普及金融知

识、传播金融信息、引导理性投资、防范金融风险为工作重点，致

力于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切实保护金融投资者消费者合法权

益，努力打造多端协同的一体化多维科技智能互联网金融服务空间。

网址：edu.dwzq.com.cn

联系人：张欣然　0512-62938779　zhangxr@dwzq.com.cn

东吴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江苏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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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恒生电子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5

月获批成为浙江首批省级投教基地。基地

建筑面积486平方米，分为历史回顾区、

个人理财体验区、行情数据区、风险警示

区、机构投资体验区、技术体验区、上市

公司投教区等10个常设展区及未来金融家

特展区、高性能特展区2个特色展区。基

地充分发挥公司技术优势，专门针对普通投资者定制开发了种类丰富的模拟投资软

件，投资者可现场模拟，并可体验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最前沿技术。同时，基地还原

创开发了“未来金融家”青少年财商投教课堂、“长青计划”中老年人金融风险防范教

育课堂、智能投教机器人、一站式模拟投资软件、投教漫画等优秀投教产品。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恒生大厦一楼

联系人：丁玉婷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571-26691647

	 dingyt43553@hundsun.com

天堂硅谷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6

年，是中国证监会浙江省证监局首批授牌的

投资者教育基地之一，是浙江省私募行业唯

一的投教基地。基地由国内首批成立的私募

股权投资机构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主办，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帮助投资者普及私募

投资基金知识、证券期货基础知识，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和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

护能力的投资者教育服务场所。投教基地秉承“投资人第一、价值投资、行业聚焦”的

理念，依托集团的业务资源优势，通过互联网和实体基地的互动融合的方式，设置了

官网&官微投教专栏，配备各类投教产品。基地根据使用功能，设有“专家讲堂”、“产

品展示”、“意见征集”、“互动沟通”、“模拟体验”、“户外交流”等六大功能区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西溪湿地北门入口福堤壹号

联系人：刘昱　0571-8708	9305　liuyu@ttgg.com.cn

恒生电子投资者教育基地

天堂硅谷投资者教育基地

浙江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101

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信证券湘湖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9

年9月25日揭牌试运行，同年10月正式对

公众免费开放，2020年5月获“浙江省防

范经济犯罪教育基地”授牌，2021年3月

获“萧山区反诈宣传教育基地”授牌，同

年6月获“浙江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基地场馆面积约3362平方米，包

括证券历史区、金融知识普及区、互动体验区、模拟交易区、金融镇特色区、教育观

影区、专家讲堂区、意见征集区等八大功能区，以“科技+互联网+云投教”为理念，

引进机器人服务、人机交互平台、云视频课堂等高科技设备，将线上线下的“云”投

教资源相结合，为各个年龄段的来访者带来生动、有趣的学习体验。开放时间：每周

一至周五8:30-17:00	（法定节假日另行安排）。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眉山路589号

联系人：冯黎明　0571-86696367

国信证券湘湖投资者教育基地

浙江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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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浙商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在2017年获批浙江省首批省级投教基

地称号。目前已日益打造为PC、移动、一体机三大服务触角，融合

微信订阅号、7*24小时AI智能客服两大衍生投教窗口，涉及政策法

规、信息公告、业务专栏、风险教育、适当性、非法证券、反洗钱

专栏、维权渠道等多项栏目的投教-客服统一接入平台。长期以来，

基地一直注重内涵深刻、有

趣味性的产品研发，投放了微电影、短视频、

漫画、投资答人小游戏等多部客户喜闻乐见的

原创投教作品。

网址：tzzjy.stocke.com.cn

联系人：熊岚　0571-87903782

	 xionglan@stocke.com.cn

华数传媒投教基地于

2017年2月22日起投入运

行，主要分为投教动态、

知识中心、专项主题、模

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等

5大功能区域以及13个细

分板块，及时跟进资本市

场最新政策及新闻热点，传递投教活动信息，集中、持续地呈现证券市场及产品知

识、法律法规解读、风险案例及警示等，并提供多渠道的互动交流服务。华数传媒投

教基地充分结合自身媒体宣传渠道优势，于互动电视等多平台投放投教产品、宣传投

教内容，扩大覆盖广度与深度，牢牢把握公益性的原则，根据投教工作要求与投资者

需求，不断完善投教服务，努力协助投资者树立理性的投资理念。

网址：edu.wasu.com

联系人：王婷婷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wangtingt@wasu.com

浙商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数传媒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浙江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103

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媒控股投资者教育基地

于2017年5月被浙江证监局命

名省级互联网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基地牢牢把握公益

性原则，借助华数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身为传媒企业的优势基

因，利用新媒体播控平台，通

过“互联网+投教”模式持续、

系统地开展中小投资者的网络

信息化教育。基地分为“专题栏目”“知识中心”“风险警示”“互动答疑”“模拟交易”“专

家讲堂”“产品展示”“维权通道”八个模块，具备完善的证券基础知识、风险警示，

案例分享等功能，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网址：tzzjyjd.hangzhou.com.cn

联系人：嵇志鹏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20256120@qq.com

全景网浙江投资者教育基

地秉承“沟通创造价值”宗旨，

以投资者关系互动为核心，聚

焦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利用高

科技手段，通过融媒体的方式，

积极探索“互联网+投教”、“线

上+线下”相结合、多地互动、

人工智能的投教模式，让投资

者教育服务触手可及。基地共分为投教动态、投教大讲堂、投教产品、投教专题及互

动沟通五大模块，依托网络传播成本低、宣传效率高的优势，通过通俗化、形象化的

方式，为广大普通投资者提供一个兼具知识性、专业性又不失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公益

互联网投教学习平台，为投资者第一时间传递监管资讯及监管知识，更有丰富的投教

投保视频，帮助投资者认识资本市场。

网址：eduzj.p5w.net

联系人：陈琳	 0571-89988795	 28419421@qq.com

华媒控股投资者教育基地

全景网浙江投资者教育基地

浙江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104

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浙商证券宁波分公司投教基地是宁波市首家省级实体投资者教

育基地，于2017年5月31日经宁波证监局评审、公示正式挂牌成

立。自成立以来，投教基地累计制作各类原创投教作品近150种，

作品形式涵盖H5，海报，动漫视频，宣传手册，易拉宝等。开展

各类活动近200次，活动形式涵盖有奖问答，投教大讲堂，徒步健

康行，关爱山区老人等多种形式。除此之外，投教基地还依托微信

公众号，分享各类金融知识。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956号都市森林1幢1号

联系人：孙杰　0574-82821023　sunjie01@stocke.com.cn

浙商证券宁波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宁波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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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安证券六安投资者教育基地设立于

2018年8月，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基地

在交易日8:30至16:30对外开放，休息日

预约开放。投教基地配备各类高新硬件设

备，充分延伸投教服务空间。基地开辟5大

基础区域和4大特色区域，可同时满足100

人现场参观、模拟交易、互动体验等。六

安投教基地响应国家号召，立足老区，深

耕投教振兴乡村特色，与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共建“六安市中小投资者金融教育基地”、与人民银行六安市中心支行共建“金

融消费者保护基地”。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联合优势，辐射范围广。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八公山路与皖西路交叉口阳光威尼斯1号楼

联系人：唐小龙　0564-3313654　491647915@qq.com

徽商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省内第一

家期货类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于2021年

6月30日被授予“安徽省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称号。基地坚持普惠性、适用

性的原则，并提供专业的讲解。除基础功

能区外，还设有期货发展史区、品种展示

区、程序化展示区、交易诊断区和徽商直

播间等特色区域；定期开展“听名家·讲

投资”、“盈利能力提升培训”、“期货夜校”

等形式多样的投教活动；通过展示期货品种、套保合同、投教视频等产品，将期货

抽象化的概念具体化，帮助投资者直观、便捷、系统地获取期货知识。基地广泛与

外部单位开展合作，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全方位满足各类投资者	

需求。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258号

联系人：王威	 0551-62865716

华安证券六安投资者教育基地

徽商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安徽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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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安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是以投教网站为平台，进行全面的信息展示和模拟体

验，基地的建设本着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和节约性四大原则，由官方网站、手机

客户端两大平台面向客户展示投教产品，将现代传播工具与投资者教育有机结合，打

开“互联网+”投教模式的新格局。官方网站内分设知识中心、专项活动、投教视频、

实体基地、模拟炒股交易六大功能区。手机客户端“华安证券”中“徽赢学堂”模块分

设知识中心、投教视频和图说金融四大专栏，通过文字、视频和图文等不同形式满足

投资者学习需求。此外，在“徽赢学堂”页面下方，所有内容被划分成入门、进阶和

特色三部分，实现精准投教，方便投资者学习。

地址：www.hatjedu.com

联系人：王京辉　0551-65161900　10820394@qq.com

国元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19年被

命名为安徽省省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7*24小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基地设立知

识中心、大讲堂、活动专区、模拟体验、

投资者保护、实体投教基地六大一级栏目，

23个二级栏目和33个三级栏目。知识类信

息按照初、中、高级划分，以图文、视频列表页形式分别展示各类专项业务知识。基

地首页提供在线客服、满意度调查、交易所互动、意见反馈模块以及证监会、沪深交

易所、中国投资者网等外部网站链接，方便投资者登陆查询。基地通过举办特色线上

校园模拟交易大赛、知识问答等活动累计参与人次近25万，特色投教产品“元宝学堂”

累计发布近300篇。基地自开放以来，累计访客数超300余万人，浏览量逾400万次。

地址：tjjd.gyzq.com

联系人：方兴　0551-62207075　fangxing1@gyzq.com.cn

华安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元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安徽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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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福证券泉州分公司投教基地，地处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于周一至周五9:00-17:00	

对外公益开放，设有“投保大厅”“投资者权益之家”“上市公司之

家”三个厅。2017年11月，福建证监局授予其首批“福建省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牌匾。自开办以来，基地始终保持着“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持之以恒推进非遗传承特色

投教工作”的初心，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发展为

特色，传承“晋江精神”，制作非遗特色投教产

品，开展走进上市公司、高校辩论赛等活动，获

得奖项27个。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215号兴

业银行大厦23楼

联系人：陈雅聪　0595-22288001

兴证期货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19年获得“福建省证券期货投

教基地”授牌，专注于普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知识的投教网

站，是福建省内首家期货投教基地、首家互联网投教基地，2020

年被评为“优秀”省级投教基地。

基地秉承“以投资者需求为中心”的投教理念，融合当下期货、

期权、风险管理热点，开设知识地图、兴证讲堂、政策动态、投教

活动、“模”拳擦掌5个功能区。线上以图文、

公开课、漫画、视频等特色鲜明的展现方式，

融合游戏、模拟交易等丰富多样的资讯盛宴，

引领投资者体验金融衍生品的独特魅力。线下

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国民教育”的特色投教模

式，与高校开展金融人才培养计划、共建金融

工程实验室，培育金融人才，践行社会责任。

地址：edu.xzfutures.cn

联系人：王晓凡　0591-38117655　wangxiaofan@xzfutures.com

华福证券泉州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兴证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视频号二维码

网站二维码

福建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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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长城国瑞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17年3月正式上线，并于同年7月被厦门证监

局正式命名为“厦门市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厦门市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中首

批被命名的投教基地之一。基地秉承开放、公益、综合性平台的建设理念，运用体验

式、互动式、社交式等技术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可随时随地学习、免费开放、

寓教于乐的教育平台，满足投资者“一站式”学习的要求。基地支持PC端和移动端访

问，设有知识中心、国瑞学堂、政策法规、投教活动、互动沟通、模拟体验等六个功

能模块，自上线以来，基地已吸引40余万人次访问。

地址：edu.gwgsc.com

联系人：曾达妮　0592-5163588　zengdani@gwgsc.com

国信证券福建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省级）是面向公众的、开放性、公益性、

综合性的投资者学习交流场所。区域设计

上重点呈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和

“海西金融发展特色”，辅以风险提示区、

投资知识区、模拟体验区、防非和反洗钱

宣传区等功能区域，让参访者纵览资本市

场发展变迁和本土特色。近三年，基地呈现原创投教产品751件，宣传信息投放1614

篇，以客群为中心开展活动835场，14.42万人次参访。开放时间：交易日09:00-

17:00。

基地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厦门第一广场30楼

联系人：林冰梅　0592-5393658　linbingmei@guosen.com.cn

长城国瑞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信证券福建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厦门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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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瑞奇期货投教基地于2017年获得

江西证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期货投教基

地。基地广泛利用社会力量，积极组织

行业和产业专家等专业人士，面向社会

公众持续开展特色鲜明、创新有效的公

益投教活动。活动形式包括讲座论坛、

企业沙龙、实习培训、知识竞赛、产业

调研、模拟交易比赛等形成系列品牌活

动。财星计划是投教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工作的品牌活动，它立足价值观教育，从小培养诚实守信、珍惜财富、克勤克俭的价

值观。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205号恒茂国际华城A座6楼

联系人：芦迎晟　0791-86619690

共青城市基金小镇投教基地于2017年

6月获得江西证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期货投

教基地。近年来投教基地积极发挥示范作

用和中心辐射作用，充分利用基金小镇客

户资源，因地制宜积极地开展了富有特色

的投教宣传工作，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投资

者教育活动，展示资本市场发展成果，投

放投资者教育产品，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

通，帮助投资者集中系统、持续便利地获

取投教知识，认识投资风险并掌握风险防范措施，知悉权利义务，树立理性投资理

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08:00-18:00	周六至周日09:00-

17:00。

基地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金融大道1号基金小镇

联系人：李洢晗　0792-4395000

瑞奇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共青城市基金小镇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西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110

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泰证券江西投教基地，2019

年获得江西证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

期货投教基地，是江西首个证券分

支机构申报成功的投教基地。

基地共设五大功能区域，分别

为：投资必知区、模拟交易区、资

料展示区、互动交流区、专家讲堂

区。为了让来访的投资者更加全面

具体的了解金融证券知识，投教基

金配备可供投资者演示、体验、互

动的投教设备，并根据市场发展和投资者需求定期更新、完善。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1669号华尔登商业中心3306室

联系人：朱明珠　zhumz01@zts.com.cn

江西红谷滩金融商务区证券期

货投教基地，于2019年获得江西证

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期货投教基地，

投教基地由江西金融发展研究院运

营，江西金融发展研究院是由省金

融局、江西财经大学和红谷滩区共

同发起成立的省级金融智库，下设

有博士后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投教基地定位走差异化投教路

线，主要依托江西财经大学，包括

博士后、硕士在内全员参与，在财大金融学院设有投教中心，专门负责财大校园投教

活动，参加“股东来了”央视投教大赛、校园投教系列讲座、投教竞赛、上交所等五

方共同推动的投教活动进校园等。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滩中心区金融大街777号博能金融中心23楼

联系人：贺志菁　0791-88533962

中泰证券江西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西红谷滩金融商务区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西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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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教基地在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打造的酱卤

文化博物馆基础上，融合公司煌亲驿站、报告厅于2020年改建而成。2021年获得江

西证监局命名为省级证券期货投教基地，成为江西辖区首家上市公司建设的省级投教

基地。	

基地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上午9:00-12:00和下午

13:30-16:00（节假日除外）。以报告厅、煌亲驿站、博物馆会议室为主体，分为专家

讲堂区、产品展示区、互动沟通区、模拟交易区、意见征集区五大功能区，致力于打

造具有江西省本土民营企业特色的投教基地。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中大道66号

联系人：万明琪　0791-85985546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

教育基地

江西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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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沃华医药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2月

10日投入运行，2017年6月30日获得山东证

监局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

成为首批山东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且为山东省唯一一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投教

基地。基地交易日开放，建筑面积137平方

米，设施先进，功能齐备，根据使用功能分

为风险教育区、投资维权区、投资必知区、

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产品展示区、意

见征集区、特色功能区共8个区域。同时，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公司网站打造“线上

投教基地”，公司网站设置了“投资者服务”专栏，将投教产品线上化，扩大覆盖面。

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梨园街3517号

联系人：吴佳倢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36-8553373

	 wujiajie@ccpi.net.cn

威海市环翠区金融商圈投资者教育基地

是威海市首家省级证券期货投教基地，也是

全国首家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的特色投教

基地，于2021年6月23日正式揭牌。基地面

积1000平米，工作日全天候对外开放，包

含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回顾、综合服务、教育

大讲堂、风险警示、互动体验、阅览、投教产品展示、模拟交易、金融消费纠纷调处中

心、意见征集等十大功能区。基地持续创新开发形式活泼、互动性强、寓教于乐的投

教产品，如“财富商学院”“威晚小白财商课堂”“金融沙龙”及原创MV等，累计开展

线上线下投教活动200多场次，在帮助不同群体投资者了解证券市场、增强投资风险意

识、提升金融素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2号中信大厦407室

联系人：朱红　威海市环翠区竹岛街道办事处　0631-5326635

	 zhudaoshang	quan@163.com

沃华医药投资者教育基地

威海市环翠区金融商圈投资者教育基地

山东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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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大众网是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融合大众报业集团新媒体资源，于2001年成立

的主流新闻网站。成立以来，14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其中十年5获一等奖，保持省级

新闻网站夺奖纪录。多年来凭借媒体平台优势，保持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工

作的关注，并积极通过各种形式推进投教工作。

2021年，大众网投资者教育网络基地上线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大众网投教网

络基地总体划分为七大板块，分别是最新资讯、投教知识、政策法规、监管动态、大

咖视角、案例解读和走进高校。运行以来，以媒体视角，对投教活动、投资讯息、相

关政策进行及时更新推送，为投资者提供权威投资基础知识和最新资讯。

地址：finance.dzwww.com/zt/dzwtzzjyjd/

联系人：张璐　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　0531-85196821　450215128@qq.com

大众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山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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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青 岛 大 摩

投资证券投资者

教育基地，于

2017年5月被命

名为青岛市证

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工作日8:30-17:30、周六日9:00-16:00对外开放。基地设有知识宣传、	

模拟体验、互动沟通、专家讲堂、征求意见等基本功能区，研发并展出书籍、杂志、

电子书、历史实物、研究报告、音视频课程、PPT课件等投教产品，供广大投资者免

费学习查阅。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128号万丽广场A座719-720

联系人：袁拥政　0532-80995532　dmtzgreat@163.com

中国海洋大学

投资者教育基地，

于2017年5月被命

名为青岛市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基地设有产品

展示区、模拟体验区、交流活动区、意见投放区、专家讲堂区，为投资者提供参观、

学习、咨询等服务，帮助投资者集中系统、持续便利地获取证券期货知识，认识投资

风险并掌握风险防范措施，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开放时间：工作

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点至3点。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联系人：侯强　中国海洋大学　0532-66782150　oucieb@163.com

青岛大摩投资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国海洋大学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青岛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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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蓝海基金工场投资者教育基地，于

2019 年 6月被命名为青岛市证券期货投

资者教育基地，开放时间为交易日9:00-

16:00。作为全国首家以区域性股权市场为

特色的专业投教基地，基地坚持深耕区域

股权市场的投资者教育，为中小微企业提

供信息披露规范、投资者适当性、挂牌上

市培训等投教活动；同时按证监会“推动投

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求，主办了

青岛二中、农业大学师生体验投教项目。应疫情防控的要求，2020年起新增“蓝海慧

播”线上投教渠道。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69号国际创新园B座17层

联系人：张瀚曰　蓝海基金工场（青岛）　0532-82511527　zhy@qeec.cn

中信证券（山东）投资者教育基地，基

地面积为210平米，是一家集专业、实用、

特色为一体的公益性投资者教育保护场所，

于2021年被命名为青岛市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基地共分为七大展区，分别为

证券文化展示区、证券知识大讲堂、风险

警示区、投资者教育与保护综合展区、模

拟体验区、专家大讲堂以及阅览互动交流

区。依托中信证券（山东）投资者教育与保

护资源，基地致力于通过寓教于乐的投教活动以及丰富多样的宣传产品，以创新务实

的方式向投资者普及资本市场知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开发区井冈山路638号

联系人：聂彦君　0532-85022322　nieyanjun3@citics.com

蓝海基金工场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信证券（山东）投资者教育基地

青岛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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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大河财立方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1年

授牌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旨在围绕证券、

金融等知识普及宣传，提高投资者风险防

范意识。基地采用“线上平台+线下实体”

运作模式。线上依托“大河财立方智慧财

经全媒体平台”，推出了投教路演、投教

频道、投教直播、投教小知识、动漫短视

频、科普问答等形式多样的投教产品，制

作的“博物馆寻金记”系列投教产品传播量近3000万人次。开放时间：工作日10:00-

20:30，节假日10:00-21:30。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千玺广场58楼

联系人：张克瑶　大河财立方投资者教育基地　0371-67120133

	 dhclftjjd@dhclf.com

中原金融博物馆·华融融达期货联合

投教基地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是集期货、

证券、货币等金融、历史知识为一体的创

新型实体投教基地，其内部设置参观展览

区、互动学习区、模拟交易区、实景体验

区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投教视频和模拟交

易实际操作，使投资者在互动体验过程中

更加真实地认识、了解期货，同时提高对

金融市场的风险认知。基地自2021年3月

开放以来，接待数以万计投资者和学生，基地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

10:00-17:00。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心怡路278号基运投资大厦

联系人：李玉洁　0371-69106673　liyj@hrrdqh.com

大河财立方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原金融博物馆·华融融达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河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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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黄河投资者教育基地是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郑州升达经贸管理

学院联合成立，于2020年正式授牌为省级投教基地。基地面积达

到2200余平方米，设有投教产品展示区、期货学习与模拟交易区、

投资大讲坛、模拟体验区、投资者互动与投资者交流区、签到留言

区等多个功能区。基地以展板、展报、微信宣传等多形式、多渠道

开展投教活动，投资者教育进校园效果显著，建设方连续多年被郑

商所评为“优秀合作高校”及“‘郑商所杯’优秀组织奖”。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综合实训大楼A座

联系人：余卓远　0371-65600619　17837436062@163.com

黄河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河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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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泰证券湖北投教基地面积600余平

方米，2021年6月被湖北证监局正式命名

为“湖北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17:00。投教基地

将最新科技元素融入运营各环节，由静态展示转为互动体验为主，设置历史文化区、

财商体验区、多功能理财区三大功能区域，营造出归属感、舒适感、沉浸感的环境氛

围。同时，坚持公益和普惠原则，积极创建“投教宣讲+国民教育+社会帮扶”特色投

教品牌，已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服务700余万社群，创作8大类80余种原创投教产品。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一路10号

联系人：张传斌　0717-6695597　zhangchuanbin@htsc.com

华泰证券湖北投资者教育基地

湖北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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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方正证券邵阳投资者教育基地面积为

260平米，成立于2017年，是湖南省内首

批获得省级投教基地授牌的基地之一。方

正证券邵阳投教基地秉承公益性、便民性

原则，以覆盖证券投资市场为宗旨，基地

为投资者提供了教育与学习的平台。基地

内设置了洽谈区、历史回顾区、投资知识

区、互动交流区、专家讲坛区、风险警示

区、模拟交易区、投教产品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运用声、光、电、影、物等多种展示

手段，通过展示、体验、互动等方式，全视角展示金融知识，向投资者普及金融知

识，传递金融理念，诠释金融创新，解读金融焦点，不断加强投资者金融知识素养。

向投资者全方位展示金融知识、揭示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邵水西路155号二楼

联系人：钟妮妮　0739-5364900　zhongnini@foundersc.com

方正证券怀化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

“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的怀化市，占

地140平方米，交通便利，地段繁华，也

是截止目前怀化唯一一家证券期货投资者

教育基地，基地秉承公益与便民原则，每

个交易日的9:00-17:00面向全社会公众开

放，基地致力于为投资者传播普及金融知

识，解释投资风险，倡导理性投资，提升

金融素养。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芷江路西都银座五楼

联系人：宋有刚　方0745-2221293　songyougang@foundersc.cn

方正证券邵阳投资者教育基地

方正证券怀化投资者教育基地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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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大有期货省级投教基地于2017年1月

16日正式成立，投教基地共设置风险警示

区、模拟体验区、产品展示区、互动交流

与意见征集区、书籍借阅区、专家讲坛区6

个区域。目前设有三位专职投教基地人员。

近年来，大有期货投教基地每年开展上百

场投教活动，包括期货沙龙、高校人才培

训班、产业企业专项服务等活动。投教基

地的运行遵循长期性、实用性、有效性原则，把投资者教育有机融入客户服务体系和

自律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发挥普及期货基础知识，宣传金融期货方面的政策法规，

接受投资者咨询等功能。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66号海东青大厦五楼

联系人：黄石峰　4006-365-058　huangshifeng@dayouf.com

国信证券湖南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选址CBD中心地区。实体投教基地占地

面积约130平方米，与现有长沙五一大道

证券营业场所划区而建，独立于营业部

的营业场所。基地拥有专业的投教团队，

周一至周日均面向公众开放。基地设置6

个专区，集开放性、公益性、特色性于

一体，努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投资者

互动平台。

国信证券湖南地区投教基地在2020-2021年湖南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考

核中被评为优秀，并获得湖南省证券业协会颁发的“优秀投教基地”荣誉称号。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766号中天广场8楼

联系人：刘媛媛、曾慧　0731-88619013　3639248@qq.com

大有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信证券湖南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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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2021年，湘财证券在各监管

单位的关心和指导下，坚持公益

性、专业性原则，秉承“践行忧乐

精神”的理念，融合岳阳楼元素，

建设了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

湘财证券湖南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占地面积446平方米，地理位置优越，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具有广泛的投

教受众人群。基地设有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证券历史区、模拟交易区、互动沟

通区等八大特色区域，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一站式金融投教服务。与此同时，投教基地

也积极走出去，宣投教，接民生，举办了多场公益投教活动，帮投资者持续便利了解

证券期货知识，辨识投资风险，知悉权利义务，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五里牌摩登国际大厦四楼

联系人：曾维　zengwei@xcsc.com

湘财证券湖南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国泰君安证券湖南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场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基地秉承国泰君

安证券“金融报国”理念，致力于帮助社会大众了解金融市场知识、认识投资风险并

掌握相关风险防范措施、知悉权利义务、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基地设备齐全、功能多

样，是一个集“科技”、“趣味”、“专业”为一体的公益性场所。基地开放时间：交易日

9:00-17:0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89号

联系人：黄茜　	huangxi025299@gtjas.com

国泰君安证券湖南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线上参观二维码

湖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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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芒果新媒体投资者

教育基地（芒果TV投教

频道）由芒果超媒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证券

业协会联合共建，是全

国首家移动端“掌上”投

教平台，也是全国投教基地优秀作品的共享平台。基地建设以“芒果TV投教频道+

芒果TV线下展馆”为主展示平台，以年轻人喜爱的热门话题为切入口，推出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热门投教作品，如全国首档财经观察类投教节目《你怎么财来》。

截至2022年3月，投教频道累计上线投教视频1251个，点击观看超1.2亿次。

2021年，基地承办了《股东来了》2021全国总决赛，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投教频道同

步播出，芒果TV有效播放量破3000万。

地址：m.mgtv.com/channel/1623

联系人：李妮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　0731-82967188　cmlini@mgtv.com

芒果新媒体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财信证券投资

者教育基地以投教网

站为核心，设有小财

播报、小财、小财宝

典、投教活动、投资

者保护、模拟体验、

特色内容、基础功能等八大栏目24个模块。基地于2020年12月投入运营，2021年7

月被正式命名为“湖南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地投运以来，以互联网流量

思维构筑PC网站+公众号+视频号等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原创开发短视频、漫画等

投教产品，举办有奖知识答题等线上投教活动，探索各类型财商教育活动。其中，《防

范非法证券活动	警惕原始股投资陷阱》《防范虚假平台投资诈骗》《阿里巴巴182亿

巨额罚单背后的垄断与反垄断》《小白剧场-远离爱情的“杀猪盘”陷阱》等多款精品

原创作品广受好评，多平台推广阅读量最高达1.13万次。

网址：edu.cfzq.com

联系人：马晓宇　maxiaoyu@hnchasing.com

财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湖南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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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安信证券清远投资者教育基地，是一

家面向公众开放、以场景化、体验化的方

式为投资者提供学习和教育的公益性平台，

基地在功能布局上，划分为证券历史回顾

区、反洗钱专区，防非法金融专区、投教

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

专题活动区、互动沟通区、征集意见区、

图书阅览区等十大区域。展示区域便于公众深入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特点及服务体系。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明霞大道63号清新凯旋门10号楼1层

联系人：黄碧仪　0763-5638868　1160656996@qq.com

广发证券珠海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8年，以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为建

设原则，意在普及金融投资基础知识，帮助公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2019年被广东

证监局命名为省级第三批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分别包括知识区、体验

区、阅读区、专家讲堂、交流区五大特色区域，涵盖书籍文献、专家讲座及多媒体

等多样化形式，希望借此为普通投资者掌握证券市场基础知识、提高个人投资风险提

供多方位教育服务。投教基地极力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线下每周六上午定期举

办投资者交流讲座，线上为投资者构建互动学习社群，及包含财富管理、金融知识科

普、案例教学等多方面的金融学堂，力求提高公众的体验感与积极性。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九洲大道中2123号（格力广场）生活汇商业街4楼

联系人：韩东格　0756-8282851　handongge@gf.com.cn

安信证券清远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发证券珠海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东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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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广发证券潮州投教基地坐落在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潮州市古城游览胜地牌坊街，

是首家入驻潮州文化金融街的省级实体证

券投教基地。根据证监会投教基地建设的

有关精神要求，结合潮州文化金融街建设

规划和古城游览胜地特点，开展公益性投

教活动与宣传，营业时间为15:00-20:00，

面向市区和游客公众开放。潮州投教基地设有风险警示区、客户接待区、产品展示

区、模拟体验区、意见征集区、专家讲堂区六大区域，致力于成为开展投资者保护工

作的主要平台和证券市场成果展示窗口。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上东平路103号

联系人：许佳乐、方烁　0768-2360368、2361163　fangshuo@gf.com.cn

国泰君安证券广东投教基地于2018年6月正式成立，占地面

积255平方米。基地立足物理网点开展多种形式投教活动，同时也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开展非物理网点空间的活动和线上活动，扩

大投教基地辐射范围。基地自成立以来累计举办投教活动超过150

场，线下及线上宣传覆盖面近百万人次，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基地公众号于2020年8月开通，累计投放原创投教产品超200种，

产品宣传覆盖面近十万人次。基地围绕市场热点与投资者关注的问题，结合辖区实际

和特点，推出了《青少年财商课》、《投教百

科》、《小小理财家》等系列特色投教宣传内

容，提供“全面、专业、有效”的公益性投

教服，服务更多的投资者。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62号珠江颐德大厦22层

联系人：湛克胤　020-28023333-3660

	 zhankeyin@gtjas.com

国泰君安证券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广发证券潮州投资者教育基地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广东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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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信达证券湛江投资者教育基地坐落于

湛江科技学院，有两个教学点。麻章校区

分教点于2019年3月开始运营，同年5月

被广东证监局命名为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面积230平方米，2021年初新湖校区分教

点挂牌运营，教学使用面积250平方米。投

教基地配置投影仪、展板、电脑等硬件器材，分别设置“投资者接待指引区”“互动

区”“模拟交易区”三区域，以及“基地介绍板块”“历史回顾板块”“知识普及板块”“风

险案例警示板块”“投教产品板块”五板块，由浅入深，一站式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

基地的特色是深入开展大学生投教活动，近3年累计举办大学生投教讲座40多场，受

众8000多人，基地定期开放时间为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下午17:00。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湛江科技学院

联系人：袁伟和　0759-3208250　yuanweihe@cindasc.com

华泰证券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是广东

省第四批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与所在地

广州市越秀区、社区街道共建“越秀区地

方金融消费者教育基地”，工作日9:00至

17:00对外开放。基地划分为历史回顾区、

风险警示区、投资必知区、互动体验区和

专家讲堂区五大区域，配备有触摸屏、投

景雷达等多种电子设备，通过案例化、场

景式的宣传形式向投资者投教知识，同时每周开展有关投资理财的线下讲座。自建设

以来，投教基地和积极与交易所、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街道、广州日报等单位合

作，开展一系列特色宣传投教活动，包括：“明规则识风险	警惕非法集资”、“高质量

发展的上交所股票市场”、“刑法修正案（十一）普法讲座”主题宣讲等。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新天地街5号132铺

联系人：谭昕叶　020-84387635　tanxinye@htsc.com

信达证券湛江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泰证券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东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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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泰证券将投资者教育作为履行社会

责任，促进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

目标，设立了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中泰

证券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自2020年11月16

日起试运行，于2021年被广东证监局命名

为广东省第四批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投教基地积极倡导理性投资文化，主动贴

近投资者和市场实际需求开展投资者保护

工作，全力推动将投资者教育全面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已与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友好合作共建实践

教学基地，致力打造与政府、高校、企业、媒体合作交流的投资者教育平台，使投教

基地能够成为联接多层次投资者、上市公司及大众媒体的桥梁。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0号万菱国际中心A座2904室

联系人：胡晓丹　020-38992610　huxd@zts.com.cn

广药白云山依托旗下神农草堂中医药

博物馆建设运营广药白云山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2021年被广东证监局命名为

第四批省级投教基地。基地将证券期货知

识普及、中医药文化宣传、企业文化宣传

有机结合，提练证券知识版“望闻问切”四

法，务实创新依托神农草堂开展场景式投

资者教育宣传。运营以来，已组织开展“学习用法护小家	防非处非靠大家”“基础设

施公募REITs你了解吗”、“股东来了”等一系列活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沙太北路389号

联系人：陈秋娟、李莉　020-66281219　715228443@qq.com　lil@gpc.com.cn

中泰证券广东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药白云山投资者教育基地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广东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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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发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7年5月，是广东辖

区内唯一一家期货投教基地。作为一家互联网投教基地，广发期货

投教基地面向公众开放，致力于打造专业性、实用性、特色性和公

益性为一体的互动交流教育平台，旨在提升公众学习金融知识的兴

趣，并有效地引导投资者理性认识市场、投资量力而行、树立维权

意识。广发期货投教基地网站设有四大版块、30多个子栏目，投教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包含短视频、MG动

画、广播剧、每日一闻、漫画、长图、

期货小游戏等等。

网址：edu.gfqh.cn

联系人：谌洪建　020-88830669

	 shenhongjian@gf.com.cn

粤开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

于2018年2月，2019年6月正式被广东证

监局命名为广东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投教基地设置投教速递、口袋金融、粤开

学院、投教动态、风险教育与互动体验

“5+1”功能区，是公益性一站式投资者教

育平台。近年来，网站及其衍生的新华号、微信公众号、APP等访问总量累计超1000

万人次，投教精品《“1元退市”来了！》等在中证协官微点击量行业前二十。投教基

地致力于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持续开展投教进百校、少儿财商、投

教助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等特色活动，旨在帮助投资者集中、系统、持续、便利地

获取证券期货知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网址：edu.ykzq.com

联系人：黄淑娜　0752-2119271　huangshuna@ykzq.com

广发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粤开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广东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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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0年建立，于2021年被广东证

监局命名为广东省第四批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南方财经投教基地成立至

今生产了大量原创的、专业的普及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产品，例如系列广播剧《股尔摩

斯》，系列专栏普法节目“金融大讲堂”，系列线下调研活动“走进上市公司”，系列线

上调研活动“云考察”等等。

网址：toujiao.sfccn.com

联系人：关妙钿　020-26185370　1050234748@qq.com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广东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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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证券期货实

体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7年6月，内

设展示区、交流区、培训区三大功能区

域。基地近年来扎实完成行业投资者教育

与服务工作，有效动员了行业宣传力量，

丰富活跃了行业投教内容，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不断弘扬和培育理性投资文化。基

地“以投资者为本、以行业自律为纽带”，倚靠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与帮助，通过设

立投资者现场咨询区域、派专人进行基金基础知识讲解、开展线下大中型公开培训、

制作并发放投资者教育手册、设立网站投资者教育专栏、运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投

教宣传等形式全面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开放时间：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

2:30-5:0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业上城南区T2写字楼42层

联系人：徐擎宇　0755-23917233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

深圳辖区

实体基地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深圳）

2019年初面向社会公众开放，2019年8月

成为深圳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秉承“公益、社会责任、金融报国”理

念，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公益性投资者教育

服务。基地设置投资者接待区、历史沿革

区、交流互动区、适当性介绍区、模拟交易区、专家讲堂、风险提示区、产品展示区

等八大区域。基地高度重视产品研发和引进工作，在深圳证监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导下，定期举办贴近市场热点的系列投教活动，内容涉及国民教育体系、走进上市公

司、社区等一系列主题，为广大投资者打造出一方金融投资教育的新天地。基地开放

时间：交易日8:30-17:00	（非交易日预约开放）。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荣超商务中心B	座30	楼

联系人：郑秀芳　0755-25310159　zhengxiufang	011723@gtjas.com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深圳）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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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泰证券深圳投资者教育基地，于

2020年12月建设完成，2021年被命名为深

圳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基

地建筑面积400平米，其中包含客户体验

区、交流区、知识普及区、休闲区等，各

个区域相互融合，并且通过一个小型的

阶梯座位和超大的弧形投影屏幕讲台，可以举办50人左右的各种类型线下活动。投

教基地日常运营时间根据工作日和节假日作出灵活安排：工作日运营时间：9:30—

12:00；14:00—20:00；非工作日运营时间：周六	10:00—12:00；14:00—18:00。基

地运营一年多来，通过华泰证券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投资者教

育活动，取得较好效果。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3331号阿里云大厦T1	座一层3A

联系人：黄海波　0755-83252376　huanghaibo8222@htsc.com

华泰证券深圳投资者教育基地

全景投资者教育基地（实体）为人民

日报社下属企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开创的投教基地。基地依托全景网络

平台，整合全景深耕资本市场二十余年

的数据资源，通过数据化、信息化、智

能化技术，打造了国内首个分布式、多地远程互动的数字化投教基地，并于2021年

被命名为深圳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秉承“沟通创造价值”宗旨，以

投资者关系互动为核心，基地积极探索“互联网+投教”的人工智能及数字化投教

模式，通过开展线下中大型知识讲座、集体接待日活动、制作投资者关系工作报

告、网站投资者教育专题宣传、投资者互动平台等形式全面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未

来，基地将继续广泛运用体验式、互动式的新技术手段，持续推进创新投资者教育	

工作。基地开放时间：交易日8:30-17:0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路深业上城T2写字楼18楼、49楼

联系人：周卓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0755-83769870　zhouzhuo@p5w.net

全景投资者教育基地（实体）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深圳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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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五矿证券互联网投

教基地于2020年 12月

正式投入运营，2021年

被命名为深圳辖区省级

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

地。基地知识体系规划

由浅入深，知识覆盖面广，支持对基地内容进行多种维度检索。基地设置七大功能板

块，包含精品课程、五矿讲堂、投资者保护三大特色板块，另设有投教动态、寓教

于乐、政策法规、走进基地板块。基地打造了江湖券识系列、主播小课堂、五矿小学

堂、财商大作战、K线训练营、模拟交易等系列特色投教产品。

基地网址：edu.wkzq.com.cn	（PC）　edu.wkzq.com.cn/h5/	（H5）

联系人：何志宾　0755-23375457　hezhibin@wkzq.com.cn

五矿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深圳辖区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证券期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7年6月，

内设基金基础知识、监管动态、行业投教热点等区域。基地近年来扎实完成行业投资

者教育与服务工作，有效动员了行业宣传力量，丰富活跃了行业投教内容，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不断弘扬和培育理性投资文化。基地“以投资者为本、以行业自律为纽

带”，倚靠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与帮助，通过设立网站投资者教育专栏、进行线上基

金基础知识介绍、创作投资者教育系列漫

画、发布投资者教育报告、运用微信公众

平台进行投教宣传等形式全面开展投资者

教育工作。

网址：www.szama.org//html167/Index.

html

联系人：徐擎宇　0755-23917233

	 xuqy@szama.org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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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鑫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于2020年12月开始正式运行，并于

2021年获得深圳辖区省级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华鑫证

券互联网投教基地秉承金融科技、专业、公益的理念，共设六大独

具特色栏目：N视界、华鑫大学、投教讲堂、投资者保护、投教活

动、投教游戏，并提供在线客服、满意度调查等工具。基地利用互

联网为投资者提供投教产品、进行风险提示，以金融科技赋能投教

业务，打造特色化N视界仿真模拟交易系统，开展形式多样的投教宣传工作，引导投

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识别风险、理性

投资。同时，基地在传统的学习模式中更

多地以小视频、动漫、游戏等投资者更容

易接受的形式来传播新的知识和理念。

网址：edu.cfsc.com.cn

联系人：高李梅子　029-88190577

	 gaolmz@cfsc.com.cn

华鑫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

网站二维码

深圳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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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安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是由

广西证监局授牌的首批自治区级投资者教

育基地，开放时间为工作日9:00-17:00。

投教基地内设立了5大基本功能区域：产品

展示区、专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互动

沟通区、征集意见区；以及5大特色功能区

域：防范非法金融专区、图书借阅区、休

闲阅读区、反洗钱专区、上市公司专区。自成立以来，投教基地结合广西辖区传统文

化与投资者特点，线下举办包括投教课堂、上市公司调研、走进社区街道、走进高

校、少儿财商课堂等各类投教活动，线上推送证券期货基金知识科普和防非提示文

章，举办线上直播课程。另外，投教基地制作防非知识、新《证券法》、雪球知识、《证

券投资学》闯关大挑战等系列短视频，使投资者在轻松愉快的方式下学习投教知识，

提高投资者受教体验。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万达广场甲1栋1717、1718室

姓名：邵阳　0771-5652454　shaoyang1@essence.com.cn

平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成立

于2017年，是广西首批自治区级投资者教

育基地，基地设有：征集意见区、防范非

法金融专区、模拟体验区、投资者教育讲

堂专区等多个功能区，投资者可通过视频、

图片、书籍、讲解、游戏，多维度感受金

融的乐趣，提升财经素养。基地面向社会公

众持续开展丰富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证券投资基础知识讲座、走进社区、

走进校园、走进上市公司等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互动性强，致力将投资者教育和

权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末视活动安排开放）。

地址：南宁市双拥路38号广西新谊金融投资大厦A座29层B区

联系人：谭雯丹　0771-5573537　tanwendan401@pingan.com.cn

安信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

平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

广西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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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是国泰君安证券总部国

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的延伸，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

基地占地150平方米，共设有接待指引区、历史回顾区、投资必知

区、风险警示区、互动体验区、专家讲堂区等六大区域。

基地定期持续开展常规性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工作，内容涵盖

政策法规、反洗钱、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等，并开展了财商教育进校

园、“回馈社会，捐书助教”、ETF大讲堂等一系列特色投教活动。投教基地开放时间

为交易日8:30-17:00，非交易日时间为预约开放。预约电话：0771-5651923。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南湖名都广场A座22层

联系人：唐昊坤　0771-5651982　anghaokun@gtjas.com

国泰君安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广西）

基地公众号

实体基地

广西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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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金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是海南省首

座省级实体投教基地，2017年6月28日通

过海南证监局验收授牌。投教基地按使用

功能划分为发展历程区、产品展示区、互

动体验区、专家讲坛区、风险警示区、意

见征集区及特色专区“海南资本市场区”等

七个区域。自开放以来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共服务社会公众近15万人，帮助投

资者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实现培育成熟投资者的目的。投

教基地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为：金元证券投教基地。开放时间为每交易日的9:00-

17:00，非交易日实行预约开放，预约电话：0898-60899666。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二楼

联系人：梁风华　0898-66720349　liangfh@jyzq.cn

金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海南辖区

实体基地



136

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龙证券重庆投教基地面积达268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200余人。基地功能区

域包括证券市场文史展览区、培训学习区

（大讲堂）、多媒体互动体验区、产品展示

区、意见征集反馈区、投资者座谈区（投

资者之家）、传统茶文化室等。自2017年

7月正式授牌运行以来，始终坚持公益性、

专业性、特色性、节约性等原则，以证券

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警示教育为宗旨，开展了投教“大讲堂”授课、投资者沙龙、投

教进校园和进社区、主题性外展宣传、原创投教产品制作等系列投教投保活动，2018

年获得上交所“投教新锐”百强团队称号。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388号创汇首座大厦四楼420号

联系人：张崇友　023-63819738　975371608@qq.com

国信证券重庆地区投教基地由国信证

券重庆分公司于2019年6月开始运行，地处

重庆金融核心区域江北嘴，拥有一线江景，

面积约377平方米，可同时容纳80-100人

参观。投教基地突出线上线下有机结合，以

国信证券打造的倡导理性投资——“安全边

际派”品牌理念为宣传特色，紧跟内外部投

资者教育热点，同时大力推广青少年财商

教育等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旨在为投资者打造公益、开放、包容、专业的投资者教育平

台。根据使用功能，基地划分为演播室、互动展示区、多功能区、风险揭示区、投资者

专家讲堂等五大功能性区域。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6号国金中心T2栋18楼

联系人：胡小雨　023-67507838	 410387225@qq.com

华龙证券重庆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信证券重庆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重庆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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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龙网投资者教育者基地以公益、服务、责任为理念，共同培育理性成熟的投资

者队伍。基地具备平台影响力、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等优势，作为省级重点新闻网站，

华龙网在互联网投教基地建设中将重点突出互联网投教宣传这一特色。基地规划权威

信息发布区、风险警示区、投资者大讲堂区、玩转投教展示区、互动体验区、意见征

集区等。自2019年2月25日上线运行以来，累计曝光量已突破百万级，得到广大投

资者的普遍欢迎，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华龙网投教基地将充分发挥媒体优势，做深

做优投教基地内容建设和产品推广，将投教基地的宣传教育作用覆盖到更广阔的城镇

和乡村，让投教深入到每一个投资者心中。

网址：edutj.cqnews.net

联系人：周梦莹	 023-63136761	 790671194@qq.com

重庆辖区

华龙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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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宏信证券红庙子街投教基地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红

庙子街自发成为了西南地区的股票交易一级半市场，为中国资本市

场的发展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

心”原址所在地。基地成立于2016年，于2017年被评为四川省首

批“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开放时间为工作日8:30-17:30。基地

主要设置证券历史展示区、互动交流区、互动体验区、风险警示区

以及图书阅览角等区域。成立至今，基地秉承“公开、公益、特色”理念，持续为广

大投资者提供各类公益性的投资者教育服务，

打造了“宏精灵”、“牛先生”等原创投教IP及

系列产品；同时，积极“走出去”、“引进来”，

开展线上线下投教主题活动。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红庙子街60号

联系人：刘丹　028-95304

	 hmztjjd@hxzb.cn

首创证券四川分公司投教基地是2019年6月由四川证监局正式授牌的省级投教

（实体）基地。投教基地在交易日9:00-17:00对社会公众开放接待投资者，内设有产

品展示、专家讲堂、模拟体验、互动沟通、征集意见五个功能性区域。投教基地配备

了3名专职投教人员及优良的特邀讲师团队。通过“党员先锋大讲堂”等特色投教活

动，开展线上线下多样化投资者教育活动，帮助投资者持续便利地获取证券期货知

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培育成熟的投资者队伍。

地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吉庆三路333号蜀都中心二期1幢3单元1602号

联系人：吴艳莉　028-85246002　wuyl@sczq.com.cn

宏信证券红庙子街投教基地

首创证券四川分公司投教基地

基地公众号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四川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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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西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是2021年8月由四川证监局正式授牌的省级投教(实体)

基地。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内设有产品展示区、专家讲堂区、国民教育区、模拟

互动体验区、意见征集区以及乡村振兴实验室六个功能性区域。

基地配置了5名专职投教工作人员，以及若干优秀的兼职公益讲师，在工作日

9:00-17:00对社会公众开放。通过“投教纳入国民教育”、“衍生品服务实体经济”以

及“暑期公益金融研训班”等特色投教活动，针对投资者尤其以校大学生为主，开展

多元化创新投教活动，帮助投资者生动立体的获取证券期货知识，树立正确的投资价

值观，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洛路828号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校内教学楼三楼

联系人：赵宇超　zhaoyca@hx168.com.cn

华西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四川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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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创证券互联网投教基

地是为投资者提供证券基础

知识、投资理念及风险防范、

投资维权等投资者教育服务

的公益性、综合性的互联网

投教平台。投教基地于2017

年2月上线，同年5月31日

获得贵州证监局首批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命名，2017年6月30日获得正式授牌。基

地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已形成框架清晰、板块简洁的互联网投教基地网站，有效广泛

宣传行业法律法规及改革内容，实现投教+网络、扎根贵州、辐射全国的宣传效果。基

地立足于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等原则，持续规范的运营，全心全意为投资者服务，

帮助投资者加深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风险意识，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优质教育服务。

网址：edu.hczq.com

联系人：刘思思	 0851-86824722	 liusisi@hczq.com

中天国富证券互联网投教基地，是公司

倾力打造的省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平台，本

着投资者教育基地建设公益性、专业性、特

色性、节约性原则，顺应投资者年轻化、互

联网化的趋势，以“用户为中心，寓教于

乐，多屏互动”为特点，于2017全面正式上

线。网站分为知识中心、视频教室、风险警

示区、模拟体验区、意见与建议5个栏目，知识全面、信息丰富。投资者教育基地展示

内容包括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和专项产品业务知识、政策法规、自律规则，投资风险与防

范措施，投资者权利义务、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特征与危害等。投资者教育基地将进一

步做好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线上线下持续开展以广大投资者利益为

中心，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传教育活动。

网址：tjjd.ztfsec.com

联系人：彭振环　pengzhenhuan@ztfsec.com

华创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天国富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贵州辖区

互联网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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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太平洋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2月10日投入运行，

并于2017年6月5日正式获得云南证监局省级投教基地授牌。每个

交易日的8:30-17:00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根据使用功能，基地

设有展示厅和专家讲坛厅两个功能厅。展示厅包括了历史回顾、股

民学校、风险警示、客户体验等多个特色区域，展示内容知识覆盖

全面；产品展示区有丰富的宣传折页和书籍文本，可供投资者自助

翻阅。专家讲坛厅是开展培训、讲座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可容纳60—80人参与。自

运行以来，投教基地共举办活动590余

场次，现场接待14900余人。此外，投教

基地还设有投教基地网站（edu.tpyzq.

com）和微信公众号，定期更新投教知识。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088号

领域时代21楼

联系人：杨雅杰　0871-68158006

	 yangyj@tpyzq.com

国泰君安证券云南分公司投资者教育

基地占地298平方米，于2019年6月正式

被云南证监局命名为云南省证券期货投资

者教育基地，是云南省内首家由证券公司

分支机构运营的省级投教基地。

基地设置证券大事记、防非教育、风

险警示、产品展示、模拟交易、互动沟通、AR体验、专家讲堂等多个区域，每交易日

8:30至17:30向公众开放，其余时间实行预约参观。基地以“实体+互联网”为建设理

念，致力于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投教平台，运用VR技术建设全景导览数字投教基地，

加载部分音视频类投教产品，提升投资者的体验感与互动感。基地与省内多家高校达

成合作，助力高校培养应用实践型人才，积极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七彩俊园4栋17楼

联系人：张磊	　0871-63100115	zhanglei025269@gtjas.com

太平洋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国泰君安证券云南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云南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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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东方财富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7*24小时对社会公众

开放，于2019年获批西藏辖区省级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网站

共分为财富书院、投教活动、视频专区、模拟交易、权益维护五

个基本功能区域和西藏版特色功能区域。基地年均开展投教活动

5000余场，涉及人次达200余万，活动形式包括走进社区、走进牧

区（农区）、走进学校、走进上市公司等，还包括云上课堂、投资

者调查、知识竞赛等特色活动。基地年均更新投教产品600余种，其中原创产品占比

约在38%左右，原创产品包括印刷品、文章、视频、音频、漫画、小程序等，基地还

开发了东财微课堂、东财微问答、东财微广播等投教品牌，为投资者持续提供资本市

场知识。投教基地年点击量超过500万人次。

网址：edu.18.cn

联系人：居婷婷　021-23586568　jutt@18.cn

东方财富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网站二维码

西藏辖区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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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招商证券陕西科技大学投教基地2019

年成立于陕西科技大学校园内，功能布局

上分为世界资本市场专区、全球金融品种展

示区、中国资本市场专区、互动沟通区、案

例警示区、风险警示区、适当性管理专区、

意见征集区、模拟体验区、专家讲堂区及产品展示区等10个基本功能区域。基地以“投

资者教育与国民教育相融合”为亮点，坚持“专业、公益、特色、创新”，立足校园，以

“基地——学校——投资者”的三级投教工作机制为体系，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投教工作

模式。通过与陕西科技大学深度配合，在相关学科课程和教材中融入证券期货知识，在

完善课程设置、丰富教材内容、探索有效教学方式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通过与曲江

第十二小学合作开展青少年财商教育基地，开设“小小理财师”财商课程，设计孩子们

喜欢的原创人物形象，帮助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财富观。开放时

间：工作日9:00-16:00。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大学园区陕西科技大学人文楼513室

联系人：蒋辉　029-87894786　jianghui1@cmschina.com.cn

华龙证券陕西分公司投教基地于2017年2月15日建成并投入

使用，同年5月授牌。基地共有11个功能区，其中设有历史博物馆

展示区等特色区，通过历史纸质股票、凭证等展品，介绍了我国资

本市场发展的坚韧步伐。基地自成立以来，组织了大量进社区、进

校园等活动。截至2021年底，基地共开展117场公益性活动，参与

人数达19万余人，共投放投教产品194种，产品覆盖面达149万余

人次。开放时间：工作日9:00-17:00，周

六9:30-16:00。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万象汇6号楼5层

联系人：薛飞　029-83627100

	 hlzqtj0208@163.com

招商证券陕西科技大学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龙证券陕西分公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陕西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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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中航证券西航投教基地于2015年11月

22日成立运营，基地设置产品展示区、专

家讲堂区、模拟体验区、互动交流区、征

集意见区、航空工业文化特色区六大功能

区，基地的特色在于立足社区投资者服务，

深耕航空工业集团，将投资者教育工作深

入社区、航空集团人群，依靠建设单位的

资源优势，与航空工业集团在陕企业不断

加强联系，先后组织过中小投资者走进航发动力上市公司活动，走进航发动力、陕

飞、汉航、庆安集团、财司等航空工业兄弟单位开展专题讲座，源源不断向社区群众

及企业员工普及投资者教育知识。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00。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永徽路天鼎花园西区3-103

联系人：张梦娜　029-86185599　zhangmn@avicsec.com

中泰证券新丝路投资者教育基地内设置

资本市场、红色党建、体感游戏等十大功能

区域，以“实体+科技”为建设理念，将投

资者教育内容与现代科技、文创紧密结合，

运用人机交互平台等高科技手段，打造线上

线下一体化、全面联动的“智慧”投资者教

育互动体验新模式。2019年获授陕西省证券

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碑林区金融领域风险

防范教育基地、2021年获授西安市防范金融

风险宣传教育基地（碑林基地）。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30，周末及法定节假

日根据实际安排。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朱雀大街北段158号五号楼裙楼四层

联系人：张淑钰　029-62569888　zhangsy@zts.com.cn

中航证券西航投资者教育基地

中泰证券陕西分公司新丝路投资者教育基地

陕西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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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开源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于2021年2月26日开业，并于5月获

得陕西证监局“陕西省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授牌。基地总面

积831平方米，涵盖九大功能区，通过老物件陈列、机器人互动、

百万重量体验等方式，寓教于乐，努力让社会公众在参观互动中学

习更多金融知识。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00；周六至周

日9:00-18:00。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芙蓉西路62	号

联系人：郑颖玥　029-63387285　zhengyingyue@kysec.cn

开源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基地公众号

陕西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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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华龙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距地铁口

五十米，交通便利，地段繁华，有专属电

梯直达四楼。基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

每个工作日9:30-17:00向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基地以“实体+互联网+高科技+分支

机构”线上线下、四位一体的投教服务平

台，通过为投资者提供通俗易懂的投教产

品，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帮助投资者更好的获取证券知识、认识投资风险、树

立理性投资理念。基地共设置五大区域，分别是展示区、体验区、互动交流区、专

家讲堂区、意见征集区，致力于打造“有特色、有影响、有共鸣”的投教基地。基地

自开设以来，一直秉承“公益、教育、服务”的理念，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以投教

基地为平台，依托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投资者体验，为广大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公益	

服务。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文化大厦4楼

联系人：郝丽丽　0931-4632638　526002916@qq.com

华龙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是一个

兼具知识性、专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

体的公益性互联网证券学习平台，可以帮助

投资者有效获取证券知识、认识投资风险、

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华龙证券互联网投资者

教育基地于2020年进行系统改造升级，进一

步对内容、栏目、页面设计等进行了优化，旨在提升用户体验。基地的主要栏目包括证

券e学、投教动态、投资者保护、华龙大讲堂、模拟互动等。通过模拟投资者在投资过

程中的对金融产品的认识、投资风险、政策解读等场景，帮助投资者学习证券市场基础

知识、业务规则，了解市场风险，提高对证券市场的认知程度和风险防范意识。

网址：toujiao.hlzq.com

联系人：郝丽丽　0931-4632638　526002916@qq.com

华龙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龙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

甘肃辖区

实体基地

互联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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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华龙证券西宁西大街证券营业部投资

者教育基地，场所宽敞明亮，环境舒适优

雅。基地设有模拟体验区、互动沟通区、专

家讲堂区、征求意见区、展示区等区域供投

资者参观、查阅、体验及咨询。自2017年6

月正式授牌运行以来，基地始终围绕着如何

创新投教形式、提升投教水平、吸引更多投

资者参与而开展工作。组织知识竞赛、插花

讲座等新形式的投教活动，调动投资者参与的积极性，更加关注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2020-2021年度投教基地考核结果为“良好”。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42号写字楼14层

联系人：石晓丽　0971-8085886　hlzqsxl@163.com

光大证券西宁黄河路证券营业部投资

者教育基地于2017年6月由青海证监局挂

牌成立。多年来，基地通过开展多样化投

资者教育活动以及一站式的投资者教育公

益服务，丰富多样的课程形式、教育产品

以及投教活动，并设置宣传区、展览区、

模拟交易区、讲课区等多种功能区域。迄

今共举办各类投教活动180余场，接待投

资者8000余人。同时基地积极拓展外部渠

道，与青海辖区数家高校、社区、老年大学合作举办各类投教活动，推动证券期货知

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及履行防非打非主体责任义务。努力打造工作有特色、有声音、

有共鸣的投教基地，使基地成为青海辖区广大投资者坚实的守护者。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154号

联系人：张鹏　0971-8214562　zhangpeng01@	ebscn.com

华龙证券西宁西大街证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基地

光大证券西宁黄河路证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基地

青海辖区

实体基地

实体基地



148

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2017年2月，南京证券投教基地开始投建运营，同年5月15日被中国证监会宁夏

监管局授牌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展区划分为资

本岁月区、投资知识区、风险警示区、学习培训区和互动交流区五大区域，能够满足

专家讲堂、产品展示、模拟体验、互动沟通等功能。投教基地创建了原创投教作品品

牌《金博士带你学......》，其中《金博士带你学新证券法》和《金博士带你学退市新

规》系列二维动画，在中国投资者网展播。投教基地以投资者需求为服务指南，以公

益性为运营宗旨，力求打造成投资者学习、交流、研讨及风险教育的一流服务平台。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文化东街36号6楼

联系人：文卉　0951-6014208　983926151@qq.com

南京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宁夏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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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申万宏源证券省级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成立于2016年9月，于2017年6月23日

由新疆证监局正式授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投教基地占

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具备三个功能区，即开放观览区、专家讲堂区和互联互动体验

区。用灯光图文穿梭资本市场历史和金融科技未来时空，普及证券期货知识、风险提

示，通过多媒体、触屏互动设备让投资者体验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开展

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线上线下投教活动，遵循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原则，供投

资者参观互动交流。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30。

基地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14楼

联系人：努尔曼　0991-2840562　nuermanhashengli@swhysc.com

申万宏源证券省级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

新疆辖区

实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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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证券期货
投资者教育基地手册

投资者教育基地服务监督信息

单位 监督电话 监督邮箱

中国证监会 010-12386 bhj@csrc.gov.cn

北京证监局 010-88088086 liubin1@csrc.gov.cn

天津证监局 022-23136873 tsrb@csrc.gov.cn

河北证监局 0311-83630191 hebei@csrc.gov.cn

山西证监局 0351-7218142 shanxitousu@csrc.gov.cn

内蒙古证监局 0471-4688038 nmjflsw@csrc.gov.cn

辽宁证监局 024-22899655 haoyongbo@csrc.gov.cn

吉林证监局 0431-85097912 sunying@csrc.gov.cn

黑龙江证监局 0451-51898110 hljxf@csrc.gov.cn

上海证监局 021-50121143 shengfy@csrc.gov.cn

江苏证监局 025-84575515 jiangsu@csrc.gov.cn

浙江证监局 0571-88473582 xuwx@csrc.gov.cn

安徽证监局 0551-62840674 anhui@csrc.gov.cn

福建证监局 0591-87828160 wangjw@csrc.gov.cn

江西证监局 0791-87601133 luomin@csrc.gov.cn

山东证监局 0531-86106973 sdxinfang@csrc.gov.cn

河南证监局 0371-69337657 wangw_ei@csrc.gov.cn

湖北证监局 027-87460061 kety@csrc.gov.cn

湖南证监局 0731-82194270 guojing@csrc.gov.cn

广东证监局 020-37853900 gdtoubao@csrc.gov.cn

广西证监局 0771-5555717 chenqi1@csrc.gov.cn

海南证监局 0898-66515262 hainan@csrc.gov.cn

重庆证监局 023-89031960 chongqing@csrc.gov.cn

四川证监局 028-85541337 sczjj@csrc.gov.cn

贵州证监局 0851-86904175 csrcgy@csrc.gov.cn

云南证监局 0871-65135126 csrcfzc@163.com

西藏证监局 0891-6872361 guanxx@csrc.gov.cn

陕西证监局 029-88361759 tbsx@csrc.gov.cn

甘肃证监局 0931-8475698 liyangq@csrc.gov.cn

青海证监局 0971-6315653 tianrunfa@csrc.gov.cn

宁夏证监局 0951-6025924 ningxia@csrc.gov.cn

新疆证监局 0991-2831732 xinjiang@csrc.gov.cn

深圳证监局 0755-83263315 shenzhen@csrc.gov.cn

大连证监局 0411-88008511 shiysh@csrc.gov.cn

宁波证监局 0574-87325122 nbzjjxf@csrc.gov.cn

厦门证监局 0592-5883592 chenluj@csrc.gov.cn

青岛证监局 0532-85798527 jbhf-csrcqd@csrc.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