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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大全套每套均
配有中国邮政监制证书， 上海铸币厂出品
证书， 按国家规定每套配有“和” 字币和
2013年熊猫银币各一枚。 国家统一定价：
2980元/�套。

发行公告

银价格这么低，我给儿子买了5套，既能投资，又
可以让他了解中华生肖文化

张女士说：“前年、去年，金银价格居高不下，想
买点增值保值的东西一直没有出手， 没想到机会终
于来了，12枚金银币，现在只要2000多，一下子少了
一大截，我直接定了5套，留给我的宝贝儿子，只要金
银价格一上涨，照着生肖的走势看，过两年变现后，
买房交个首付没问题啦！”

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大全套发行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红色官方藏品 ■中国邮政拉萨集邮公司监制 ■上海铸币厂铸造 ■和字币和2013熊猫银币配套发行

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共耗用
999纯金纯银93克。上海造币厂采用
国际先进造币技术， 完美展现生肖
金币的超高境界，短期内有望上涨

上海造币厂首次以国人追捧的
包括80版“猴票”在内的首轮十二
生肖邮票为原型， 12个中华生肖邮
票为元素，999纯金白银再现12个经
典画面，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瑰宝，
将5000年中华文化精髓永续流传。
专家分析：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
大全套专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和首轮十二生肖邮票三十三
周年，属专题性纪念币种，收藏价
值最高。 而且黄金白银本身就是
人类储存财富的手段， 现在正是
低价收藏期， 短时间内即有可能
出现上涨。

2003年发行的一枚普通材质生
肖羊币已经上涨800倍！1980年发
行的猴票如今上涨160000倍，第一
套十二生肖金银币开创性的把包括
80版猴票在内的首轮生肖邮票与贵
金属相结合，具备邮票与黄金、白银
的三大价值属性，史无前例

中国邮政一次性发行12枚最高
规格的十二生肖金银币， 打破了自
1980年以来， 每年只发行单一生肖
的惯例，一次性将12枚生肖全部注
入到贵金属上， 目前市场上已发行
的单枚生肖邮票和生肖纪念金币涨
幅成几十甚至上千倍的增长，2003
年发行的一枚普通材质生肖币已
经上涨800倍！80年猴票上涨160000
倍！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全部为
纯金银打造，既有生肖猴票的巨大
价值又是生肖纪念金币品种，而以
2980元的价格首发，史无前例！

《新闻直播间》 对日
前抢购“黄金”进行了连
续的深入报道，由于目前
物价飞涨， 股票基金低
迷，黄金白银正处价值洼
地，而生肖文化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第一套生肖相
对于我国 13亿的人口规
模来说，注定其有稳定超
高的升值空间。甚至超越
80版生肖猴票升值神话！

一 、风险小 ：第一套
十二生肖金银币 12枚金
币就是12个黄金机会，任
何一枚都可能创造奇迹，
2980元的原始发行价格，
就是个原始股，收藏风险
小 ， 随时都能交易成现
金。

二、前景好：近年来，
80版猴票价格已经过万 ,
整版更是超过了140万元，
可当初发行价仅为6.4元。
第一套十二生肖金银币
汇集了纪念伟人特殊发
行背景和首轮十二生肖 ,
并且黄金白银等诸多价
值元素的十二生肖金银
币，收藏前景看好。

三 、发行少 ：专家指
出： 收藏就要收藏第一，
凡是“第一”的藏品升值
历来惊人，首枚 80版“庚
申年” 猴票从发行时的8
分钱， 涨到了现在的1.4
万多元！上涨了整整10多
万倍，整版当年6.4元，如
今更是高达 150多万 ！这

也正是很多当年有条件
但又犹豫错过机会的收
藏者后悔的原因，十二生
肖 金 银 币 全 国 才 10000
套， 每个省配额不足300
套，非常稀少 ，稀缺就是
收藏的保证。所以千万不
要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
演！

四、时机佳 ：业内人
士指出，第一套十二生肖
金银币是现在收藏的最
佳时机，往后或将高不可
攀！现在2980元原始发行
价就能全套12枚收藏，核
算下来一枚才 200多元，
再过几年可能高价都买
不到，稍一犹豫就会错失
良机！

以超低价格收藏由中国邮政和上海造币
厂铸造的精品，机会百年一遇，抢到即赚

抢购的，不仅是“黄金”
还有千年生肖文化

[现场直击]焦点关注:由国家
艺术博物馆等相

关权威机构设计、中国邮政
监制、上海铸币厂铸造的毛
泽东诞辰120周年十二生肖
金银币大全套即日起在全
国正式发行。正面图案为中
国邮政发行的第一轮十二
生肖邮票图案，背面图案为
国徽、年号、规格，并刊“毛
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中
文字样。该金银币大全套总
12枚耗用999纯金银93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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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专线：0731-83882993
（全省免费配送，货到付款）
湖南省唯一指定发行地址： 长沙市博

物馆一楼大厅（八一路538号清水塘毛主
席故居）

湖湘饮食文化巡讲于11月16
日在长沙启动， 湖南省饮食文化研
究会将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大师深
入酒店、社区、学校等基层开展饮食
文化科学知识的宣讲活动。

据悉，为推动湘菜、湘茶、湘酒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对外宣
传，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5月，湖
南省文化厅将与湖南省饮食文化研
究会联合举办湖南省饮食文化对外
宣传、展示、展演系列活动，认定一
批“湖南饮食文化研究展示基地”，
拟将在明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活
动上授牌， 将饮食文化纳入文化产
业的范畴。

黄鹤庚花鸟画展开展
11月15日，湖南省青年画家黄

鹤庚花鸟画艺术展在娄底市拉开帷
幕， 此次画展共展出80幅作品，为
期6天。黄鹤庚，双峰县人，湖南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 他的作品多次入选
全国书画大展。

“乐自在”李昀蹊
中国画展开幕

“乐自在” 李昀蹊中国画展于
11月16日在湖南省藏福美术馆开
幕。 展览集中了李昀蹊近期创作的
近30幅都市水墨精品。 李昀蹊，
1960年出生于安江。怀化学院美术
系主任，教授，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
事，湖南省水墨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怀化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岱霞

有的时候， 你越是想过把瘾，
结果就越是憋得慌。

有的时候，你越是想射出一个
势大力沉的球，球就越是会像下半
场的刘健那样，高高地飞向看台。

有的时候， 你越是把国足和
恒大划等号， 国足就越是像一支
业余队。有的时候，你越是觉得干
脆被淘汰算了， 国足反而会给你
留点念想。

比如这场球，如果不是解说员
反复在强调“印尼队”又浪费一次
机会，你真的会一不小心以为国足
在踢葡萄牙。上一轮印尼队穿上了
和葡萄牙队同款的红色队服，这一
场干脆穿上了葡萄牙队服的白色
版本。显然，比球衣更像的，是印尼

队下半场在中国队的后场游刃有
余———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
像C罗的球员。

好吧，我承认这个时候要给国
足配上一篇应景的球评，可能比国
足打一场好球还难。因为有时候你
不得不承认，比赛结果总会左右着
评论者的观点。就在我写这篇文章
的时候，沙特队和伊拉克的比赛还
没开始。各位看官不妨在看到报纸
时对照一下：一旦伊拉克队在客场
拿到哪怕1�分，就算国足4天后主场
干掉沙特， 也依然还是要到明年3
月份客场死磕伊拉克，才能进军亚
洲杯。

一周前恒大夺取亚冠的喜气
还弥漫在中国足球的上空，史上最

艰难的亚洲杯门票却还没到手。恒
大的强大与国足的孱弱，依然是中
国足球 一道待解的不等式。

但无论如何，留点念想，总是
好的。

■陈普庄

财大气粗的恒大队几乎买遍
了中国足坛， 北京时间11月15日
晚， 在亚洲杯预选赛小组第4轮，
国足主场迎战印尼的比赛中，来
自恒大的首发队员就占了7人。然
而， 最终帮助国足打入制胜一球
的，不是恒大队员，但终归也是恒
大的“绯闻小子”，2013赛季中超
本土最佳射手，曾3次上演帽子戏
法的上海东亚队员武磊。 他高居
中超射手榜第三，仅次于外援埃尔
克森和瓦伦西亚。

过去的几个赛季，恒大始终没
有停止引入国脚球员的动向。在众
多“绯闻对象”中，武磊无疑是大热
门。曾有消息称，恒大早在2009年
便向上海东亚求购武磊。 然而，东
亚足球教父徐根宝给武磊标出了
3000万的天价，意在表明武磊是非
卖品。

中印之战上半场补时阶段，武
磊接刘建业的传球后， 以头球攻破
印尼队大门，帮助中国队1比0取胜。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恒大的“绯闻小子”救了国足
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1比0战胜印尼

留点念想，总是好事

文化…

普通话

湖湘饮食文化巡讲启幕

武磊（右）头球
破门后奔跑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