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 由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赞助的“绝美西藏慈善之旅”自驾车队一
行到达青海玉树州教育局，为玉树州幼儿
园捐赠了一批药品，为州红旗小学捐赠了
一批字典。

长沙分行成立以来，一直以践行社
会责任、 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为己任。自
驾车队把长沙分行的爱心礼物———字

典和药包等交给沿路的学校和藏民，还
为他们放电影、拍全家福，将民生人的
爱心一路传递。同时，通过新浪微博“民
生 青 年 长 沙 分 行 ”（http://weibo.
com/cmbcchangsha） 与各界爱心人士
互动，提升了长沙分行的社会美誉度和
社会影响力。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录 汪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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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药专治，前列腺有救了
医圣经典奇方 □上清下补 □三焦同调 □独家独方 □治不过月√ √ √ √

不开刀、不复发，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尿滴
白、尿滴沥、男性功能障碍、急慢性尿道炎、膀胱炎、血
精、头昏、耳鸣等一吃就好……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前列
圣方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曾创造上市 3 个月就挽
救 12.5 万名男性"生命腺"的奇迹。

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是根据民国初期名医廖一弘
（1873-1959）的"固精导浊方"化裁创新而成，融合了黄
柏、赤芍、丹参、桃仁、泽兰、乌药、王不留行等名贵药
材。这一经典药方源出于医圣的《伤寒杂病论》，并综合
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多种古人治"浊"、"淋"、和"癃

闭"的宝贵经验，全方用药精当，小巧精悍、力锐而专，
通过调五脏、理三焦、通补结合的整体施治，解决了生
殖系统免疫低下、细菌毒素淤积、下焦湿热受损这些根
源问题，从而达到治愈前列腺顽疾的目的。

林碧莎【前列安通胶囊】通过对人体的肝、肾、气、
血、精、津、液的调养与防治达到中医的临床辨证施治，
为国内首次中药整合提取，独家生产，能够在 60 天内
有效的治疗久治不愈的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 膀胱
炎、生殖障碍等男性疾病。

市内免费送货 省内免费邮寄长沙销售地址：东塘楚仁堂大药房（劳动西路大华宾馆对面）
指定销售地址：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湘潭：贵富康药号（市一中对面）
●衡阳：古汉大药房（南华附二院对面）
●娄底：众一大药房九亿店

●岳阳：为民医药超市（九龙商厦对面）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武陵阁广场西侧）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桃花仑市水利局对面）
●邵阳：时珍大药房（中心医院斜对面）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郴州：同仁药店（第一人民医院前 50 米）
●怀化：百信大药房（河西明珠大酒店对面）
●张家界：採芝堂大药房（老十字街）
●吉首：博爱大药房（佳惠超市对面）

详情咨询：0731-82560233

熊猫金币8个月涨幅达49%
记者近日在位于清水塘的古玩市场

看到，来选购金银币的投资者络绎不绝。
市场的商户介绍，8月初金价暴涨以来，
很多金银币品种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其
中的龙头就是熊猫金币。据了解，2011年
的熊猫金套币价格低位为22100元， 到9
月1日，熊猫金套币价格已涨至23800元。
5日， 仅仅一天的时间， 更是涨至25800
元，一天涨了600元。

据了解， 央行2011年版熊猫金币从
去年12月问世时的1.8万元（折合每克
304元），已涨到如今的2.68万元（折合每
克453元）。8个月时间上涨了49%。 而同
期国际金价从1410美元涨到1835美元，
涨幅约31%。2011年熊猫金币的涨幅超
过了同期金价涨幅。

另外，2011年1盎司熊猫银币由于本
价低， 从160元暴涨到320元， 涨幅达到
100%。市场人士指出，由于国际金价仍
有一定向上预期， 金银币价格可能还有
上涨的空间，低溢价的熊猫系列为首选。

随着金价上涨，处于“歇夏期”的金
银币市场十分活跃。记者注意到，近期题
材收藏钱币涨幅十分凌厉。比如“清华大
学币”、“深圳大运币”以及“世界自然基

金会50年币”上涨了近4成。

股市跌催热贵金属收藏
在今年股市跌得让人伤心的同时，

黄金却处于不断上涨的牛市之中， 具有
高收益率的贵金属收藏品投资已经成为
最热门的理财工具。

记者从近日中国银行财富中心举
办的一场贵金属展销会上了解到，一
只纯金打造的金碗受到广大投资者的
喜爱。 据国金黄金销售负责人张凯介
绍， 故宫五福金碗以北京故宫馆藏国
宝皇家御用碗为原型，999纯金打造，
分为60克、118克、500克三种规格，是
目前所有贵金属产品中销得最好的一
款。

记者在现场看到，另一展位上一款国
宝生肖金银盘以及一枚小金章吸引了广
大投资者的目光。据金一文化销售负责人
张传花介绍，该枚小金章从推出以来就受
到追捧，中秋节即将来临，很多市民购买
小金章作为红包送给亲朋好友。

房地产、股票、藏品向来被称为三大
投资领域，一向有着此消彼长的联系。今
年股票市场的低迷， 让许多投资股市者
将股票换成现金， 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下
一个投资机会， 日渐兴起的金银类贵金

属收藏投资被广为看好，黄金以其“硬通
货”的特性，已经从单纯的财富象征转变
为今天的投资和保值工具。有资料显示，
同样是年均投资回报率， 金融证券为
15%，房地产为21%，收藏品则为30%左
右。

新投资者不断增多
湖南省收藏协会理事吴建安告诉记

者，今年很多收藏钱币、邮票的收藏爱好
者，也慢慢转向贵金属投资，还有一部分
以前从未涉足金银币投资的市民将资产
投入市场，希望能够保值、增值。

罗先生，26岁， 郴州市安仁县人，在
农村经营一家规模较小的手机店。 罗先
生已经结婚生子， 手机店的利润收入是
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平常，吃住都在
店里， 开销较小， 每月全部开销大约是
500元；小店已经经营三年，成本4万元，
目前需要支付每年4000元的租金。 除去
所有花销，每月有1500元的结余，另有一
万元存款。

对于理财，罗先生毫无头绪，之前也
没有购买过任何理财产品， 家里的三口
人都没有购置保险等产品。 他希望通过
科学的理财方式使自己尽快达到5年内
在郴州买房、发展的计划。同时，罗先生
也想为还只有10个月大的孩子尽早存一
笔费用。

财务分析
罗先生家庭的财务状况在村镇是比

较普遍的，家庭中先生是经济支柱，收入
来源单一，好在目前家里开销比较少，小

孩也还未上学。
目前的理财目标计划5年内在郴州

买房并发展，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性
需求在几年内也需要满足， 那就是小孩
的学习费用；另外，鉴于家庭收入来源的
唯一性， 建议罗先生在考虑任何理财目
标前，尽早为家庭配置一份保险，作为社
保的补充， 为小孩和家庭未来的生活提
供持续的保障。

理财建议
首先，保险配置方面，考虑到罗先生

家庭的收入状况， 建议购买保费比较便
宜的重疾险以及附加意外险， 按罗先生
的年龄，20万的保额， 年缴保费一般在
6000元以内。 也就是说每个月准备500
元。

其次，5年内在郴州购房的计划能否
通过每个月的结余直接存下来呢？ 目前
郴州房价在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 如果
买个7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 借用银行
的按揭贷款，首付两成的话，大概是4.2
万。

具体的投资方式来看， 把每个月的
结余直接存起来， 可以获得固定的定期
利息，但是收益不会高，如果考虑基金定
投，根据罗先生的实际情况，建议每个月
200-300元的定投， 先做5年定投的准
备，购房时再看情况，如果闲置资金足够
买房，建议延长定投年限，为小孩大学教
育费用做准备。

本期点评：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理财经理 邓洁

■记者 侯小娟

“功夫熊猫”8个月涨了5成
股票换成黄金，贵金属收藏品投资已成为最热门的理财工具

消费者在选择投资贵金属时要注意，并
非所有金银收藏品都值得拥有。 吴建安提醒
广大投资者， 在购买黄金收藏品时要选择权
威的生产、 制作和发行单位， 有一定信誉保
证。在题材上可选择重大事件类的、生肖类的
或者是国宝类的， 具备可纪念意义和代表性
的元素，保证今后的升值空间。同时，一流贵
金属收藏品通常具备几大制作工艺，即磨砂、
喷砂、金炼、浮雕还有采金银。最后，发行的数
量一定要有“限量性”特征。

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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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不是所有金银收藏品
值得拥有

月余1500元，如何实现
5年内在郴州市买房
理财师：尽早为家庭配置保险，每个月结余存起来，做点基金定投

本报讯 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
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只有全面有效管
控自身的风险， 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权
益。根据湖南保监局的要求，省保险行业
协会近日举办了湖南保险业保险风险知
识抢答赛。

据悉，此次比赛是保险行业协会为全面

落实保监局全员防风险、 全过程防风险的监
管要求，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
选拔一批优秀选手参加全省保险风险知识
抢答赛决赛而组织的。 长沙地区代表队获一
等奖，邵阳、娄底地区代表队获二等奖，湘潭、
株洲、岳阳地区代表队获三等奖。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彭璐

全省保险风险知识抢答赛落幕

财经·理财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情洒玉树

短短一个月内，国际金价站上了“千八”、“千九”，长沙黄金价格也
出现了一路暴涨。 记者近日在各大商场金银首饰柜台、 古玩市场上看
到，受金银原料价格上涨带动，首饰金维持在400元以上已有一段时间，
而在古玩市场上， 以2011版熊猫金银币为代表的金银币板块也出现了
联动效应，多个收藏金币身价上涨，投资者追涨情绪高昂。

■记者 陈张书 实习生 罗清

QQ群：130641427
热线：84329965

纯金打造的五福金碗受到投资者的喜爱。 记者 武席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