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张门票代表一段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 一大批历史

古迹、人文景观得到修缮和恢复，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和近几年旅游

热的兴起和各种展览会、 展示会

的举办，使门券琳琅满目、种类繁

多。现在的门券收藏，大多以旅游

景点的门券为主体， 已成为收藏

界的一个重要门类。

门券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景

点的名片， 更重要的是门券还是

时代的记录，历史的见证。

如“肩负人民的希望”建党80周

年图片展，“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

的”98抗洪救灾新闻图片展和中国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展， 神舟六号实

物展以及港澳回归图片展等会展门

券，都见证了那段历史变迁。

另如洛阳龙门石窟2000年被

批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立

即推出了中国洛阳龙门石窟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庆典“龙门颂”

入场券。这些门券不仅紧跟形势、

反应及时，而且设计上乘、印制精

美，颇具收藏价值。

“我很爱好旅游，空闲时间里

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每去一个

地方， 我都会将旅途中的门票珍

藏起来， 每张门票都代表了一段

记忆。

收藏门券既可以陶冶情操，

带给自己愉快的精神感受， 又能

通过整理门券学习到很多知识。

随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日趋成

熟， 门券收藏的市场潜力和投资前

景必将越来越火。”黎老表示。

■记者 姚乐

黎升翰老人收藏的纪念券。 记者 武席同 实习生 王枢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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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各基金品

种中最接近“现金式理财

工具”的要属货币基金，但

其赎回最快T+2日到账仍

无法完全取代活期储蓄。

日前，记者了解到，该中海

基金近期与中国工商银行

签订了“利添利账户理财

业务”合作协议，待其旗下

中海货币市场基金募集成

立后，投资者可通过“利添

利” 平台实现赎回资金的

当日到账。

据悉，中海-工行“利

添利”账户理财业务，是把

客户的活期储蓄存款与中

海货币基金连接， 以进行

投资和现金管理。

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

人历来有勤俭持家的优

良传统，一向注重长久的

锱铢积累。在股市持续震

荡、CPI高企，单纯的储蓄

难以达到资产保值目的

的情况下，中海-工行“利

添利”平台 ，为注重精打

细算的理财客户提供了

极好的选择。

据晨星统计，2004年

-2009年国内货币基金平

均 年 化 收 益 率 达 到

2.45% ， 显著高于目 前

0.36%的活期储蓄利率，

以及1.35%的7天通知存

款利率。

中海基金相关人士介

绍， 中海货币基金计划将

于本月23日结束募集，预

计7月底左右正式成立后，

中海-工行“利添利”账户

理财业务将随后开通。

■实习记者 杨斯涵

灵活理财再添“利器”

本报讯 以往“抄底”

论通常被认为是很多基金

公司在市场不景气时鼓励

投资者购买基金的说辞。

但经过行业多年发展之

后， 有部分大型基金公司

甘愿在弱市中走进渠道，

与投资者进行面对面沟

通，倡导正确的投资理念。

据了解， 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暨在全国举办

“寻找国内第一批开放式

基金持有人”活动后，又在

近期邀请著名经济学家、

基金分析师和公司优秀基

金经理走进渠道进行面对

面交流。

“基金公司联合渠道

共同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

动对提升投资者理财水平

及行业发展十分有利。尤

其是在震荡筑底的基金销

售弱市中， 像国泰基金一

样的‘老十家’基金公司能

够静下心来， 以投资者的

切实利益为出发点， 花费

人力、物力，开展科学、理

智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则

更为难能可贵。”银河证券

的一位基金分析师向记者

表示。

国泰基金副总经理初

伟斌说：“虽然现在市场行

情较为低迷， 但投资者也

不必因恐惧而对基金投资

退避三舍， 可以在较为确

定的投资机会中发掘收

益，寻找到更加科学、合理

的理财方式。”

■实习记者 杨斯涵

加强交流才能找到

科学理财方式

90岁老人收藏3万张门券

有趣又赚钱

门券的种类很多， 包括旅游门

券、参观门券、展览门券、比赛门券、

音乐会门券、会展门券等。在众多的

收藏种类中， 门券收藏最能反映出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我大概是从1981年开始收藏

门券的，差不多有30年时间了。这些

年我总共收藏了3万多张门券，而且

有一半品相都在九品以上。”黎升翰

老人谈起门券兴致勃勃，“有纸质门

票、胶印门票，也有明信片门票以及

近几年推出的磁卡电子门票。”

记者了解到，门券的市场价格，

如今明显呈现上涨趋势， 尤其是早

期使用的，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及文革时期的门券， 行情涨幅很

大。文革使用的“善卷洞”门券，单枚

价格已达千元，文革后期使用的“都

乐岩”彩绘版10张1套券，市场价已

达每套3000元。文革期间的题材好

且有图案的入场券， 价格在50到

100元之间。

“我手中有一张南岳衡山大型

佛教音乐会门券， 门券的面值是

18199元，创门券最高面值纪录，几

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这张门券

只发行了10多张，连门券大家蔡八

一都没有。这张门券，卖10万都有人

要。”黎老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还有一张韶山纪念券， 十多

年前我在长沙的门券市场上买的，

大概20元。这张门券很特别，将毛

泽东祭母的碑文印在了门券上。而

且这张门券的发行量很少，很多人

都没有见到过，现在应该已经翻了

一倍左右了， 价值在四五十元左

右。” 黎老兴致勃勃地跟记者介绍

道，“我还有一张天心阁门券，这张

门券收藏的时间很早，很多天心阁

工作人员也都没有看到过。”

【点评】

没有副券，门券价值差很多

“影响门券价值的因素有很多，

品相、发行量、年代、图案设计、门券

颜色等因素都很重要。 而且如果没

有副券，门券价值就会差很多，因为

缺少副券门券就残缺了， 不再完整

了。 比如湖南省博物馆刚建馆时的

纪念券，发行量很少，这张门券也就

变得格外珍贵。”黎老表示。

“这张门券，卖10万都有人要”

旅游门券是门券中的主要种

类。旅游门券是旅游景点的入门券，

也是景点的“名片”。早期的旅游门

券一般都是很简单的小纸片， 缺少

应有的观赏价值， 且当时人们的收

藏意识淡薄，旅游门券收藏也就无法

谈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旅游门券收藏作为民间收

藏中一种普及性较强、群众参与面较

广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我主要收藏旅游门券，收藏的

门券中有2万多张都是旅游门券，旅

游门券是门券收藏的重头戏。 除了

台湾和西藏， 全国各地的旅游门券

我都基本上收藏齐全了。 我还按照

内容制作了关于李清照的， 邓小平

的， 雷锋的， 孙中山等人的专题门

券。” 黎老表示。

“比如我收藏的这张刘少奇同志

纪念馆金卡纪念券， 门券中含14K

金，是七八年前买的。当时买要15元，

现在至少翻了一倍。”黎老告诉记者，

“20年前我去旅游时， 我还收藏了孙

中山南京中山陵纪念馆门券和孙中

山广州故居门券， 当时只要几块钱，

现在应该已经涨了很多了。”

【点评】

早期全品旅游门券，保值程度高

1985年，第一届全国旅游门券

收藏展在武汉举行，使旅游门券作

为一个独立的收藏品种登上大雅

之堂， 目前全国旅游景点已超过

16000个。

“旅游门券的增值幅度虽然

不是特别大， 但是旅游门券具有

鲜明的客观历史真实性， 能见证

时代的变迁。一般早期的全品券，

越是年代早，艺术价值高的藏品，

其保值程度越来越高。 而且旅游

门券的画面形态多样， 有摄影作

品、有国画、油画、素描、木刻、书

法、烙画等等，给人以美的享受和

艺术的熏陶， 具有较大的艺术价

值。”黎老表示。

一路旅游，一路收藏

本报讯 据悉，南方基

金前不久获批的指数基

金———中证南方小康ETF

及联接基金（以下简称“南

方小康”） 已定于7月26日

首发。

据了解 ， 南方小康

ETF及联接基金是国内

首只在法律文件中明确

约定了投资股指期货投

资的基金。 换句话说，南

方小康将是首例运用股

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操

作的基金。

根据南方小康基金合

同规定， 基金投资股指期

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

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对

冲系统性风险和某些特殊

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等，

主要采用流动性好、 交易

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通

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

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

作用， 降低股票仓位频繁

调整的交易成本和跟踪误

差， 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

数的目的。

南方小康拟任基金经

理柯晓表示， 在推出股指

期货前， 当预期股市将要

下跌时， 基金在操作上通

常会较尴尬， 在股指期货

推出后， 基金就可以通过

卖出股指期货来对冲股市

下跌的系统风险。

此外， 开放式基金常

有的问题是在不确定时间

面临大额申购赎回， 基金

申赎的计价日与实际资金

到账日期的不一致， 容易

使得基金在这段空当期内

存在一定风险， 利用股指

期货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

当基金面临申购时，

由于申购价格按照当日股

票收盘价计算的基金净

值， 但实际资金到位是在

T+2日之后。 如果在三天

内股票价格大涨， 则资金

实际到位时购买股票的成

本将比现在高很多。 此时

就可以在申购当日买入股

指期货， 将股票购买成本

控制在基金申购时的水平

上， 从而避免期间内股票

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

加， 以更有效地跟踪标的

指数。

■实习记者 杨斯涵

南方小康下周一首发

记者手记

门 券 ， 又

称门票， 在生

活 中 随 处 可

见。 可是你知

道吗， 门券也是一种藏品，也

具有收藏价值。

“比如这张刘少奇纪念馆

金卡纪念券，7年时间市场价翻

了1倍；而那张南岳衡山大型佛

教音乐会门券， 卖10万都有人

要。”已经90岁的湖南省收藏协

会理事、 门券专业委员会主任

黎升翰老人告诉记者。

■记者 姚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