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套纪念钞中，2008年发行的奥运纪念钞涨势最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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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日讯 近日， 山西某
公司领导因严重违纪被双开， 家中
被搜出成捆的新中国成立50周年
纪念钞以及千禧龙钞， 这一新闻占
据了各大钱币收藏论坛的头条，纪
念钞收藏再次引发关注。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
我国共发行了四套纪念钞， 分别是
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钞、千禧龙
年纪念钞、 奥运纪念钞以及航天纪
念钞。 但四套纪念钞在收藏市场的
行情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前三个老
题材升值惊人， 有的纪念钞身价已
经翻了400倍， 而新发的航天纪念
钞因发行量太大， 陷入了被当成普
通钱币存入银行的命运。

奥运纪念钞身价涨400倍

6月2日， 记者走访长沙收藏市
场发现，四套纪念钞中，2008年发行
的奥运纪念钞涨势最惊人。据了解，
奥运纪念钞面值为10元， 发行量为
600万，目前在市场上的售价已经高
达4000元，如果钱币的冠字中不带4
或者有66、88这类数字结尾的，价格
更是接近5000元。

2000年发行的千禧龙钞，面值
为100元， 有单张龙钞和两张连体
的双龙钞两种， 发行量为1000万
张，其中双龙钞的发行量只有10万
张。目前，单张龙钞的价格约1800
元左右，双龙钞则为1.6万元，涨幅

也很是惊人。 而最早发行的新中国
成立50周年纪念钞， 面值为50元，
目前单张的价格约320元。

新成员航天纪念钞遇冷

在收藏界， 物以稀为贵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

与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钞、
千禧龙年纪念钞、 奥运纪念钞这三
位“前辈”相比，于去年年底发行的
航天纪念钞在收藏市场陷入了被
“打入冷宫”的尴尬局面。

航天纪念钞刚发行时， 各地均
出现了市民排队兑换的盛况。但是，
3亿的发行量让航天纪念钞在短期
内难有升值空间，并且还遭遇“花不
出去”的尴尬。

为此，从今年3月份，央行发布
公告， 要求各分支机构在辖内每个
地区， 根据情况指定至少一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及其网点作为主办银
行，为公众办理航天钞交存款业务。
具体到湖南， 共有143家银行网点
为市民提供办理航天钞交存款业务
的服务，其中长沙有5个网点。

“当时看好航天纪念钞， 以为短
期内会有较大涨幅，借用了好几个亲
戚的身份证，兑换了1万元，结果却成
了鸡肋。”长沙市民陈天杨告诉记者，
因为觉得占用资金较大，他最后只留
了10张，其余的都存进了银行。

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钱币专
家卢伯雄介绍，现在航天纪念钞的收
藏主要是玩冠字，即收藏一些号码特
殊的航天纪念钞。 ■记者潘显璇

四套纪念钞，“命运”大不同
奥运纪念钞猛涨400倍，航天纪念钞成鸡肋 专家： 纪念钞易暴涨暴跌，投资须谨慎

公告声明

◆黄江集体户口遗失，身份证号
3603111991072306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千金大药
房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4年 6月 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026005112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锋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为：43313060
001313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拓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2 年 7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1）S，注册
号 430105000081159，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长沙志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聂林志，电话:18608402113

遗失声明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
2013级全体三年制学生全部学
生证及警号 (S430312 -S4316
93)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心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孙宏壹 电话:18684705029

项目名称：长沙市杨帆家具有
限公司生产制造基地项目。 建
设单位：长沙市杨帆家具有限
公司。 项目建设规模：项目占
地 26.8 亩。 生产内容：家具和
产品展示柜。 总投资：项目投
资总额 2800万元。 建设地点：
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街道
公众参与方式：以信函、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提出意见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杨总
联系电话：15607314455
电子信箱：1459729486@qq.com
环评单位：徐工
联系电话：13907483747
电子信箱：360307095@qq.com

长沙市杨帆家具有限公
司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声 明
周清： 你出租给我公司位于黄
兴路王府井通道的商铺， 因你
与他人纠纷， 导致我公司无法
在该商铺正常经营， 我方曾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因再次断电
撤离本商铺， 并通知你收回门
面。据了解，现商铺所有权人与
你的纠纷已进入诉讼。 我方现
再以登报方式通知你收铺。 请
见报后 3日内来我司办理收铺
手续。 逾期视为已收回出租商铺。
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3日

注销公告
长沙文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位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超 电话 18874101413

注销公告
湖南城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位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杨宁 电话 13760428413

遗失声明
长沙五洲医院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06 年 03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320008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三毛养殖场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分
局 2013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2200
00464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永丰服装有限公司经全
体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邢国军 电话：18874499968

遗失声明
慈利县和锐水稻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32563094-0）遗失，
声明作废。

◆罗貌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21199402094942，声明作废。

◆文袁平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4
24198101283118，声明作废。

◆熊俊甥，43010419950212001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晓春遗失永顺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3年 2月 1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27
6000388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柏雅花卉礼仪店
遗失交通银行侯家塘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2926
4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建仁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股东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
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湘龙
街道湘景社区大塘村二组。 联
系人： 罗焱，电话：15074965629
长沙建仁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6年 6月 3日

变卖公告
（2016）湘 0105执恢 73号

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执行被执行
人范玲芳、 周维益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本院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委托中介机构对登
记在被执行人周维益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芙蓉区东牌楼 002 号
001 栋 901 号房屋（权证号：
708036712）进行了评估、拍卖，
现三次拍卖均已流拍， 申请执
行人申请对其采取变卖措施。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
产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之规定， 本院依法将上述财产
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进行变
卖，现将变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卖财产：登记在被执行人
周维益名下的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东牌楼 002 号 001 栋 901 号
房屋（权证号：708036712）。
二、标的物情况：1、变卖房屋设
定有抵押权， 抵押权人为申请
执行人。 2、变卖房屋的物业维
修基金、过户费用、拖欠的水电
物管费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三、变卖底价：人民币 1162647 元。
四、应买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六十日内，一次性足额缴款。
五、多人应买时的处理：以第一
个一次性足额将款项汇至本院
指定账户的买受人所竞得。
六、变卖地点：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 A306办公室。
七、联系人：史科峰 0731-84816542
八、汇款账户：
开户名：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开户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福支行
账号：800032165320014
特此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苏子雄遗失湖南城市学院自考
专科毕业证，证号:66439121
073002457，特此声明。

◆黄莉莎遗失军官证，证号:南
字第 06400663，声明作废。

◆本人吴巧遗失湖南瑞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编号
为 50016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下列保险人员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曾一仙 02000143010080002013005601
罗 斐 02000143010080002015014614
李晓燕 02000143010080002015014454
曾维强 02000143010080002016004562
谭盼君 02000143010080002015000682
肖华军 02000143010080002015006085
谢 奇 02000143010080002015008200
龙亚辉 02000143040080002015006058
代 莉 02000143040080002015006074
王建英 02000143040080002015006752
周 琳 02000143040080002014006738
刘 珊 02000143040080002014002374
王建衡 02000143040080002013004851
邵贵芳 02000143040080002014000014
李锦波 02000143040080002015004680
周华玲 02000143040080002014008231
何维元 02000143040080002014002446
罗秀桃 02000143040080002014014086
李香云 02000143040080002014003158
肖志华 02000143040080002014003551
陈 倩 02000143040080002013001584
全小芳 02000143040080002015000442
彭海霞 02000143040080002015005957
唐芳玲 02000143040080002015003927
廖凤英 02000143040080002012000891
罗 巧 02000143010080002015004364
侯金泉 02000143010080002014006520
周春飞 02000143130080002016004849
社登凯 02000143010080002016002350

遗失声明
长沙同泓建筑测绘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花分局 2013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为 430111000214490；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为 08761045-Ｘ；长
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字为湘国
登 43011108761045Ｘ，声明作废。

◆刘霞红遗失湖南师范大学硕士
学 位 证 ， 编 号 :105423201500
1491，硕士研究生毕业证，编
号:105421201502001487，特此声明。

◆王国军遗失安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 2592，地号 03-01
-05-419①，声明作废。

◆王国兵遗失安乡县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 2593，地号 03-01
-05-419②，声明作废。

◆徐乐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20154311043062119901014043
3，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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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济松遗失会计证,证号 4307
021990041920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若愚图书文化有限公司于
2016年 6月 1日遗失由长沙市芙
蓉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
号：4301025765937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宜歌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
第七税务分局 2014年 7月 8 号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湘地税登字 43010539646
26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恒湘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执照号 430624000
0217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经济开发区中恒房产经纪
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
成立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
算组联系方式：13874897875，清
算组联系人：唐梦瑶。 长沙经
济开发区中恒房产经纪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6年 6月 3日

遗失声明
长沙翱翔外墙防渗涂料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和 IC卡，代码：79911561-7，
声明作废。

◆石震宇遗失 2016 年 6 月前办理
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两证号码
为 :430103196804031534， 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诚宇体育用品商
行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在成立18周年之际，
华安基金全面升级了品牌
形象， 新形象由正方形、
鼎、钱币和梯子演化而成，
寓意着守正，回馈稳健；传
承，追求极致；专业，创造
财富；创新，引领发展。这
次形象升级也预示着华安
正不断加快向现代化资产

管理机构转型的步伐。
华安基金董事长朱学

华表示， 未来华安将一如
既往迎接挑战， 时刻以客
户利益为工作出发点，继
续提供高质量的基金产品
和服务，创造长期、稳定、
优异的投资回报。

基金资讯

华安基金全面升级品牌形象

虽然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钞、 千禧龙年纪念
钞、 奥运纪念钞目前的身价都远远高于其面值，不
过，也有炙手可热的纪念钞出现了暴涨暴跌的情况。

“一张普通的奥运纪念钞的价格最高时一度达
到6000元，后来突然暴跌，回落到3000多元，近两年又
开始慢慢上涨。”钱币收藏爱好者杨堃说。

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钱币专家卢伯雄提醒，
纪念钞在发行初期容易遭遇暴涨暴跌的行情， 普通
市民投资须谨慎，最好以少量购买、长线持有为主。

专家

纪念钞易暴涨暴跌，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