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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电话报名， 将优先
鉴宝，还有礼品赠送。报名电
话：0731-84326299。

他们低调沉稳却洞悉掘金法
门，在理财讲座中，长沙首届金牌
理财师将在理财大讲堂告诉你，
到底适合炒股还是买基金， 或者
买理财产品？ 远道而来的西南财
经大学的教授， 则带领你从一堆
零散数据里找到“财富秘密”。

他们外表平凡却是纵横资本
市场的老手和高手， 作为股市讲
座的主讲人，有着“三湘股市第一
人” 之称的李布维更是自1990年
南下深圳出道，纵横股市20多年，
历经中国股市全部过程。

而如果你想创业， 在创业讲
座中， 或许你可以从白手起家做
到公司总裁的王士林， 以及作为
长沙中大联合创业咨询有限公司
创始人、 如今是公司总经理的江
文斌那里， 得到中肯的建议与意
见。

记者从理财大讲堂系列讲座
负责人处得知， 自系列讲座信息
发布以来， 报名热线一直繁忙不
停，如今讲座门票所剩不多，想报
名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只要您来金博会逛逛，不
仅能够请专家组免费鉴定估
值手头珍藏的“宝物”，还能一
睹实物贵金属产品及仿真样
品的风采。

毛主席金像将现身金博会

工商银行于7月26日首
发的“红色记忆———中国出了
个毛泽东”系列实物贵金属产
品及仿真样品将在本届金博
会现场展出。据了解，除了1公
斤、2公斤规格的毛主席挥手
金像、120克的毛主席半身金
像等造型藏品外，10克的毛
泽东正面金章、15克的“红色
记忆”金章、50克的“红色记
忆” 银章，15克、30克两种规
格的毛泽东故居金章和50克
的毛泽东故居银章都将在现
场进行展示。

据了解，由于金器进行了
特殊的设计和工艺，因此展出
的金银章以按克计价的形式
定价， 金章将按时价加40元
进行售卖， 而银章则是以每
克12元进行称重定价。 除工
行以外， 建行等多家银行也
将展出自己的贵金属产品，
欢迎市民前去参观、购买。

五位收藏专家免费鉴宝

除了能一睹贵金属产品

的实物及仿真样品的风采之
外， 本届金博会组委会还邀
请了湖南省收藏协会五名专
家， 在金融博览会进行现场
免费鉴宝，想知道家里的“宝
贝”身价多少，可一定不要错
过。

据记者了解， 这次免费
鉴定活动分两天举行， 时间
是2013年10月17日下午2点
至5点和10月18日下午2点
至5点， 地点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湖南广电旁） 湖南
省第三届金融博览会现场。

瓷器、字画、钱币等“宝
贝”都可以到活动现场让收藏
专家免费鉴定。 主办方提醒，
每位前往的市民最多不能携
带超过5件藏品， 如果手头有
超过5件藏品想让专家鉴定，
不妨挑出可能最具价值或存
在最大疑问的宝贝到活动现
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博
会理财大讲堂系列讲座中的
“收藏讲座”，与免费鉴宝一同
进行。五位收藏专家在鉴宝开
始之前，将对收藏何物最值钱
等基本的收藏知识进行讲解。

工作人员特别还提到，收
藏讲座设置了抽奖活动，将抽
取四名幸运听众，其中一名中
奖者将获得价值千元的大礼，
另外三名的奖品亦价值百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朱蓉 梁兴

毛主席金像什么样？
长沙藏家有什么好玩意儿?
金博会现场，珍贵宝贝与您一同鉴赏

来理财讲堂取财富秘
笈，还有大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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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0月17日-19日 地点：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哪个最“拉”风？“劳”驾来金博会
玛莎拉蒂来了，劳斯莱斯来了，保时捷来了……你也来了？购车最高省20万元

在金博会上观房赏车，除
了享受视觉盛宴以外， 最让人
关心的当然是各参展楼盘和汽
车品牌将推出的优惠让利活
动。目前，金博会参展的房产企
业都已进入最后的备展阶段，
计划推出多种优惠让利活动，
还将针对金融机构内部员工、
VIP客户开通“购房优惠绿色
通道”， 给有投资置业需求的
人群带来更多好的选择。

从10月份开始， 不仅进入
传统的“金九银十”消费旺季，
而且也开启了车市的“年终行

情”模式。各参展汽车品牌全年
最大的优惠制度基本都在金博
会现场， 每款车型最丰盛的礼
遇也都会在金博会现场得到兑
现。

现 场 购 买 奔 驰 GL350、
ML350，宝马X5，保时捷卡宴
等豪车可享受零首付分期付
款，原价188万元的德国卡尔森
豪华越野车CGL45， 现场购买
只要168万元，可享受现金优惠
20万元。 而GMC豪华商务房
车，则低至99万元起。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王一辰

当劳斯莱斯、玛莎拉蒂同台争艳，你更青睐哪一个？
当长沙豪宅集中展现，豪车豪宅、美女车模皆能“亮瞎”你的双眼。
10月17日至19日， 来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金博会现场观房赏车看美女，我

们会用事实告诉你，这绝对是一场不辜负眼球的“酷炫拽”大Party。除了豪车豪宅
的大展示，还有实实在在的购房购车优惠，现场下单，部分豪车立减20万元。

随着湖南第三届金博会的
脚步日益临近， 会场内汽车展
区将亮相哪些难得一见的名
车，成为市民们最关注的悬念。
据悉，今年金博会上，车展再度
加码， 在全球汽车奢华品牌中
最具盛名的两大品牌劳斯莱斯
和玛莎拉蒂同时登陆，为星城市
民带来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

车展上， 除了可以零距离
接触劳斯莱斯和玛莎拉蒂这样
的顶级豪车之外，奔驰、宝马、

路虎、 捷豹等名车也将集结亮
相。 受到不少成功商业人士青
睐， 并成为明星王菲御用座驾
的GMC豪华商务车，将在车展
上一展丰姿。进口双龙、进口标
致的多款新车也将悉数登场。

各大品牌的新车加上靓丽
的模特， 这场豪车飨宴值得期
待。到现场拍照、试驾试乘，赚
足面子， 在微博、 微信里晒晒
图， 至少几天内可以让你成为
“朋友圈”里的人气王。

纽约的曼哈顿、 巴黎的拉
德芳斯、伦敦的金融城、上海的
陆家嘴……这些闻名遐迩的金
融中心， 往往就是所在城市最
具有价值和活力的中央商务
区。在长沙的经济版图上，一个
个新的“陆家嘴” 正在蓄势待
发，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

相关业内人士称， 目前
CBD区域的商业地产投资回
报率高，增值空间较大，是值
得投资的好项目。随着商业地
产的发展，写字楼作为资产配
置最稳定、收益最高，个人持
有写字楼出租给公司的情况
会越来越多。

顺应这股写字楼投资热
潮，本届金博会特别推出“首届
长沙顶级写字楼开发建设成果
展”，集结了投资者们热捧的泊
富国际广场、 北辰、 华尔街中
心、华创国际广场、绿地中心等
商业地产。届时，置业顾问将现
场提供置业建议和方案， 为投
资者们答疑解惑。

如果市民有置业需求，那
就不要错过金博会的“首届长
沙顶级人居成果展 ”， 中天栖
溪里、珠江花城、绿城青竹园等
顶级豪宅集中巡礼， 向市民展
示集居住、休闲、娱乐等于一体
的全享型都市生活典范。

【看豪宅】
长沙顶级写字楼、豪宅巡礼

【玩豪车】
劳斯莱斯、玛莎拉蒂等你来玩

【送优惠】
豪车直降20万元

所有讲座都有抽奖活动，中
奖者将获得最高价值千元的礼
品 ！ 免 费 报 名 热 线 ：
0731-8432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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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安排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一楼
投资讲堂（金博会现场所
在地东北角）

讲座名称 时间 地点
收藏讲座 10月17日14：00 免费鉴宝展位所在地B08
理财讲座 10月18日9：30
股市讲座 10月18日15：30
创业讲座 10月19日9：30

… 延伸阅读

金博会上各种豪车竞相亮相。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