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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造币厂联合相关部门特许发行！ ■新中国成立 66 周年，第一次聚集七大伟人、十大元帅、十位大将，至高规格，永恒铭记！ ■世界顶级
铸币工艺，耗用 Au999 黄金铸造，全球仅限量发行 2015 套，超低首发价仅 2980 元！

开国元勋纪念金币隆重推出限购发行
惊喜提示：为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回馈广大收藏爱好者，特决定前 10 名电话预定的客户再赠送一樽价值 2980 元的毛主席立体金像，先定先得。

发行背景

收藏现场追踪

为隆重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与全国人民一起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扬我国威，权威部
门特批发行开国元勋纪念金币大全套，以特殊而隆重的方式，铭记为新中国的建立、抗日战
争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开国元勋们！
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66

人、十大元帅、十位大将的珍

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贵肖像严格按照国际高标准

格铸造， 耗用 Au999 黄金，立

以至高规格打造 27 枚开国元
勋黄金纪念币！ 超值震撼，史

铸造工艺，精工重磅打造出首
套精彩绝伦的“开国元勋纪念

体浮雕，金光灿灿。 完美展现
了 27 位开国将帅昔日风采，

无前例！

金币大全”，震撼发行！ 因为这

以此铭记他们为缔造新中国

全”首次采用绝密铸币工艺严

新中国成立 20 周年发行的毛主席纪念币单枚价值已经涨到了几十万元，大
全套拍卖价却高达 340 万！ 如今 27 枚“开国元勋纪念金币”限价仅 2980 元，这是
首套一次性集全开国七大伟人、十大元帅、十位大将纪念金币大全，短期内必将大
涨无疑！
有经验的投资专家断定：炒房、炒股、炒基金，不如收藏纪念金币！ 房产在下
跌，股票基金不稳定，今天赚小钱，明天赔大钱，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金币作为权威
的高端藏品。 不可再生资源，一直是“花小钱换大钱”的最佳投资增值途径，年均增
值率高达 30%，稳如泰山，从来不受经济形势和金银价起落的影响，是全世界投
资者公认的“金饭碗”。

是史无前例的官方红色纪念

立下的赫赫功勋！ 为隆重纪念

藏品，至高无上！

新中国成立 66 周年、 抗日战

“终于盼到了！ ”70 多岁的某机关退

上海造币厂权威铸制！ 全

争胜利 70 周年， 首次以极高

休老干部激动落泪，“开国伟人是新中国

威发行价值有保障，绝不能再错过！ ”

国仅限量发行 2015 套， 极为
罕见，仅此一次，必将成就巅

的规格发行“开国元勋纪念金

大阅兵。 为经念这一历史性时

的缔造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 27 枚沉甸甸的金币，囊括开国七大伟

订购了 3 套：“现在很多人根本不懂，只知

刻，永恒铭记开国元勋们的丰

峰之作！

元震撼首发， 抢到就是赚到，
机会不容错过!

为隆重纪念新 中 国成 立
66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2015 年 9 月 3 日
将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战胜利

功伟绩， 将我国开国七大伟

“开 国 元 勋 纪 念 金 币 大

币大全”， 以超低首发价 2980

权威部门监制、Au999 黄金、权威造币厂铸造，

70 周年的至高规格纪念币，
升值潜力大，收藏机会仅此一
次！
如果不是献礼建国 66 周

是普通黄金增值的 6 到 20 倍， 好的品种
都是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值！ 全套光黄
金加制作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行价！ 这

要是伟人题材的藏品我都喜欢。 1993 年发

次限价 2980 元，短期内上涨势在必然，而

行主席诞辰 100 周年 100 克纪念银胸章，

且涨幅比较大。 以后涨个几万，几十万甚

当时仅 900 多元，现在已经 4 万多了！ 这
次我看到消息，就特意赶过来，以后涨多

至上百万都是有可能的。 ”

涨价可以卖，是实实在在的硬
通货。 如新中国成立 20 周年

少钱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了我多年

国人喜欢礼尚往来， 我自己珍藏 1 套，剩

收藏至高规格伟人藏品的梦想，这是一次

发行的毛主席纪念币单枚价

性集齐新中国所有伟人的题材藏品，太珍

下的赠送给我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高档大
气！ 2008 年的时候， 我买了 100 张奥运

贵了！

纪念钞赠送给合作的老总，如今他们都特

材非常震撼！ 光是黄金材质就

然！

保本了，而且每年稳涨，转手

2980 元超低首发，堪称增值
的“原始股”，升值潜力巨大！

道一味的买黄金首饰，其实金币不仅存在
黄金本身价值， 更值钱的是黄金纪念币，

次订购了 3 套，他说我今年 80 多岁了，只

增值无限，短期内增值势在必
全球仅仅 2015 套，仅以

在银行工作多年的王大姐为全家又

腰杆笔直的刘大爷来到发行现场一

收藏价值不可估量！
建国 66 周年、 抗战胜利

人、十大元帅、十位大将的金像大全做工
精细，连头发丝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愧为
纪念收藏佳品。 ”

憾了！ 这次整整 27 枚金币，题材重大，权

“给我来 4 套！ ”做生意的李总说，“中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双华诞，

物以 稀为 贵是 增 值的 铁

值就高达几十万元，保存完好

规格不会如此之高！ 也绝对不

律！ 2015 套发行量相对全国几

的大全套现在拍卖价已经高

上海马老先生一口气就订购 2 套说

别感谢我，合作起来都非常融洽！ 如今‘开

会发行如此高规格的“开国元

达 340 多万元。 这次全国发行
仅有 2015 套，卖一套少一套，

道：“毛主席题材的藏品早在 1982 年就被
国家文物局定为现代文物。 以前不太懂，

国伟人纪念金币’是绝对的‘币中之王’，

勋纪念金币大全”！ 收藏机会

千万收藏者来说，会出现僧多
粥少的抢购现象，再加上耗用

仅此一次！ 错过必将终身遗

Au999 黄金，其实成本早就超

相对于我国 13 亿的人口规模

总是犹豫来犹豫去，错过了升值上百倍的

憾！

过了 2980 元， 每枚金币仅合

我国发行的第一枚毛主席纪念金币，太遗

以毛泽东、邓小平等开国

100 多元。 银行工作的陈老师

来说，注定其有稳定的上涨空
间。 因为现在很多人根本不

伟人为主流的红色藏品闻名

坦言：这是极为少见的“原始

懂， 只知道一味的买黄金首

全球，再加上十大元帅、十位

股”，具备强劲的增值动力，必

饰，其实纪念币、金币不仅存

大将首次铸上金币，价值必定

将再次刷新红色藏品的价值

在黄金本身价值，还有巨大的

狂飙！
有经验的收藏者都知道，

记录！

增值空间， 更值钱的是金币，

中国 国际 金银 钱 币投 资

是 普 通 黄 金 增 值 的 6 到 20

以毛主席、邓小平为题材的红

倍，好的品种都是百倍甚至千

色藏品闻名全球，升值幅度每

专家李教授明确指出： 纪念
币、金币属于投资稳妥的金饭

倍的增值！ 全套光黄金加制作

年更以 20%的速度增长！ 十大

碗， 特别是伟人题材纪念币、

元帅、 十位大将首次铸上金

金币涨幅是最大的！ 首套“开

成本早就超过 2980 元的发行
价！ 又是国家权威部门联合发

币，实现了真正的大全套。 意
义非凡，史无前例，限价首发，

国元勋纪念金币大全”含七大

行，5 年后就有可能拍卖到数

伟人、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题

百万！

送给他们，我们之间自然就更好沟通了！ ”

发行中心公告
开国元勋纪念金币大全由权威部门首次特批发行， 全球绝
版发行 2015 套，严格按照地区配置发行，请自觉排队，先到先
得。 统一首发价：2980 元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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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专线：

0731-83999123

(全省免费配送,货到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