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缺电缺水助推物价，震荡行情有点

后怕”，这段略有些调侃的评论，无疑是当前居民心

理最为真实的解读。6月CPI高达6.4%， 通胀数值一

路上扬，如何借道理财与CPI博弈，成为眼下人们关

注的焦点。

投资理财，对老百姓来说已经不稀奇，但近期

A股市场表现并不给力，尽管短期来看市场在存量

资金的带动下走出了一波结构性行情，但中长期来

看仍将持续震荡。在投资者避险情绪、迫切抵御通

胀等因素交叠之下，债券基金这类低风险投资产品

受到欢迎，而即将结束的东吴增利债基，因适逢建

仓良机、未来收益可期而受到热捧，并将于本周五

结束募集。

研究数据显示， 以债券型基金的历史收益来看，

收益均值大于5%，是大概率事件。专家举例表示，以目

前正在发行的东吴增利债券基金为例， 该基金以投资

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投

资于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形成配合完善的“攻防体系”，其一年内封闭运作

策略，使其基金规模更倾于稳健。 ■记者杨斯涵

本报讯 国内首只投资上证380指数的基金产

品———南方上证380ETF及联接基金正式获批。

据悉，该基金以定位于新兴蓝筹股指数的上证

380指数为标的指数， 该指数样本空间为沪市A股

并剔除上证180指数样本股、 最新一期财报中每股

收益或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及最近五年内未派

发现金红利或送股的公司，再根据样本空间股票的

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成交金额和总市

值的综合排名优选作为上证380指数的成份股。

业内专家认为，目前深圳市场上已有中小板指

数及投资于它的基金产品, 上证380ETF�基金的推

出，填补了沪市这一风格指数的产品空白，使投资

者能分享沪市优质新兴蓝筹企业业绩高速持续增

长带来的收益。 ■记者 杨斯涵

南方上证380ETF

及联接基金获批

配只债基抵御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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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收藏

热播剧《幸福来敲门》里的外汇券勾

起了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日

前，中国银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联袂

发行“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微缩金、银

条”，由中钞国鼎公司权威限量经销，现已

在中国银行全国指定网点同步上市。此举

间接推动外汇券的投资升温，使市场上的

看涨氛围不断积聚。 相比其他纸币品种，

外汇券尚未大涨，有关专家预测外汇券有

望迎来一波大行情。

投资前景好于第三套人民币

第四套人民币行情自去年启动以来，

带动了其他纸币品种轮番走强，但外汇券

尚未出现大涨行情。记者在长沙古玩艺术

品市场了解到，目前1979版五星水印一角

为6元、1979版火炬水印一角为140元、

1979版五角为18元、1979版一元为20元、

1979版五元为120元、1979版十元为160

元、1979版五十元为2800元、1979版一百

元为1600元、1988版五十元为850元和

1988版一百元为700元。“外汇券投资收藏

正是时候，相比人民币来说，外汇券价值

远没有被挖掘，投资收藏前景要好于第三

套人民币。”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邮币

卡收藏专家卢伯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 外汇券直到近两年才引起藏

界集币爱好者的关注， 全套市价从2006年

的2400元、2010年8月的8000元，目前已上

扬到现价1万元左右。由于该币比第三套人

民币早5年退出流通领域，发行量和存世量

比第三套人民币要少得多， 而市价仅为目

前第三套人民币的四分之一， 潜在增值空

间会更大。 卢伯雄认为，“第三套人民币中

的稀有品种背绿带水印的一毛纸币市价为

1.5万-1.6万元， 火炬版一毛外汇券将远胜

第三套人民币中的同面值品种。”

存世数量非常有限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记录和见

证的外汇券，由中国银行发行，面额与人

民币等值，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特

定场合流通使用，具体分为1979和1988两

个版本。自1980年4月1日起发行。

由于外汇券是限量发行，并且从1994

年11月21日宣布外汇券退出流通领域并

限期收回。经过十几年淘洗，损耗率超过

70%， 所以存世数量十分有限， 特别是

1979年版的50元、100元面值。“一个国家

发行两种不同货币，中外历史罕见。由于

它被限时收回，进一步凸显了外汇券的特

殊和稀有性，加之它购买商品时的附加含

金量较高，绝大多数在限期内被购买了商

品，流兑和散落在民间的数量很少，当时

人们也没有收藏意识，其中又以品相较佳

的1979版高面值外汇券最为珍贵。” 卢伯

雄说。

看涨氛围不断积聚

“目前纸币中很多品种涨了好几倍，

爆炒味道太浓了。”卢伯雄表示， 2009年为

凑齐大全套10张外汇券，他在长沙古玩市

场上购买一毛面额的火炬版才花6元钱，

如今市价已上扬到300元左右。

“纸币品种炒作也是要讲题材的。”卢

伯雄表示， 他最近注意到外汇券借机炒作

的“苗头”初步显现。中国银行、中国印钞造

币总公司联合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微缩金、

银条在4月份上市，这间接推动外汇券的投

资升温，使市场上的看涨氛围不断积聚。

据中钞国鼎投资有限公司吴东权介

绍，外汇券的行情从启动到爆发之间会有

一段时间，目前还不算“大热”。投资者没

有必要再追涨一些热门纸币品种，而可以

适度投入部分资金“潜伏”到外汇券品种

中，利润空间应该更大。外汇券中的火炬

一角只发行了42组。而其他券别则发行了

676组，所以投资者可考虑选择火炬一角。

此次面世的“外汇兑换券微缩金、银条”，

是国家造币系统首套使用9999金、999银

铸造的“外汇券”贵金属制品，全套共计9

枚，按原版“外汇券”等比例微缩制成。产

品采用精微雕工艺，创意承袭“外汇券”精

致优美画面， 并有书法大家郭沫若的题

字，9999金与999银精心打造，被收藏业内

人士认为有较高艺术价值。 业内人士分

析，除去其承载的特殊记忆，外汇券自身

的收藏价值以及稀缺珍贵的贵金属材质，

也是其受到关注的原因。

■记者 陈张书

纸币炒家点燃外汇券这支“火炬”

请认准专利号 谨防假冒

专利号：ZL03225138.6

专利祛眼袋

地址：长沙市五一中路 389号华美欧大厦 703室（银华酒店马路对面）

可乘临 12路.117路.118路.312路.旅 1等，到韭菜园站下车即到。

0731-89796728��89796738��香港：

00852-2388706

专家热线：18207488966���网址：

www.csypmr.com

悠派美容国际连锁机构，您的眼袋专家！

十五年品牌，值得依赖！

特惠项目：★祛皱 ★瘦脸 ★嫩肤 ★提升眼皮

● 独家采用高科技专利射频溶脂仪，结合韩日技术

● 一次性祛除眼袋，可消除黑眼圈

● 不受季节影响，不影响工作，专家亲执

● 签约服务，效果显著！（无效不收费）

●

不开刀、不手术、不吸脂、不松驰皮肤、即做即走

悠 派 美 容

祛眼袋

前

男 祛眼袋

后

祛眼袋

前

女 祛眼袋

后

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7月 10日—8月 10日

126元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皮肤白斑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病花

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趣，如治

疗不及时，有蔓延全身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个人形象及身心

健康。 目前治疗此病的医院很多，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能真正

治愈者少之又少，我院使用“复方白芷酊”为纯中药制剂，经有

关部门检测，能快速增强色素沉着，并采用内外互补标本施治，

使皮肤恢复正常。

长沙康达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使用“复方白芷

酊”快者 3-7 天见效，最慢 20天见效（198元 / 盒），签订协

议。 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验证。 节假日不

休。 咨询热线：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 路，

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

外汇兑换券微缩金、银条产品规格及发行量

产品名称 材质 规格 发行量（套）

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微缩金条 Au.9999 10克×9 9000

Au.9999 20克×9 3000

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微缩银条 Ag.999 5克×9 20000

Ag.999 10克×9 20000

Ag.999 30克×9 10000

外汇兑换券微缩金、银条的发行，推动外汇券投资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