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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大讲堂
《钱币收藏》
时间：9月16日下午（14:30-15: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卢伯雄
嘉宾简介：湖南省收藏协会理事、省
集邮协会理事、《长沙集邮》编辑等，主集
邮票邮品，所藏丰富，含部分世界各地奇
种异型等邮票邮品；兼集古玩、字画。

掉进钱眼里

来金博会
有得学，有得玩

《快乐创富》
时间：9月17日上午（9:30-10: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刘汉洪
嘉宾简介：经济学硕士，长江商学院
EMBA，畅销书《快乐改变命运》作者，中
国第一位首席快乐导师。

本周五在红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的湖南省第二届金
博会，不但会让来到现场的市民学到理财投资的实用知识，还
能一边看一边玩， 更有许多礼品在现场派发， 不让你空手而
归。
■见习记者 雷昕

财富大冲关

有得拿

《组合投资的威力》
时间：9月17日上午（10:40-11:4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朱沛琴
嘉宾简介：国际金融理财师（CFP），中国
工商银行总行专家理财团队成员，“工银财富”
长沙精英理财团队成员。
《方正证券投资策略报告会》
时间：9月17日下午（14:30-17: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汤云飞、刘建国、王剑
嘉宾简介：汤云飞，方正证券研究所首席
宏观分析师。刘建国，浙江省十佳理财之星，善
于分析财务报表挖掘潜力个股，擅长利用股市
共振把握市场机会，现为浙江卫视《今日证券》
特约嘉宾，《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 长期撰
稿人。 王剑，15年证券从业经历， 提倡价值投
资，顺势而为的投资理念。目前为《上海证券
报》、《第一财经》的特邀撰稿人。
《富三代的秘密》
时间：9月18日上午（10:30-11: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覃怀阳
嘉宾简介：别号南山居士，曾隐居南岳修
炼禅宗佛法，醉心于儒、释、道三家，2005年开
讲传统文化于长沙，善用平实简单的语言来诠
释高深义理之道。企业国学、儿童经典诵读、南
学（南怀瑾）积极倡导人。
《激辩股市——
—市场在四季度会有转机吗？》
时间：9月18日下午（14:00-15: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主讲嘉宾：张强、李布维
嘉宾简介：张强，湖南第一代股民，湖南第
一代股评家、最早的操盘手，短线技术派高手，
被股民称为“站在K线上的股王”。李布维，湖南
股民中最早的百万富翁，坚持手绘沪深股指K
线图20年。

时间：9月16日、17日、18日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介绍： 本届金博会举办现场摄影抓拍比赛，
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踊跃参加。摄影抓拍比赛要求展
示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上，金融行业取得的巨大
成就和现场生动的精彩瞬间。来稿提倡多视角，贵在
新意。
活动流程：
拍摄地点：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现场（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
拍摄时间：9月16日、17日、18日
拍摄要求：广大摄影爱好者均可自行前往金博会
现场进行拍摄
投稿要求： 当天抓拍的照片请于当天下午5点以
前投稿到czs45450@163.com邮箱， 并请注明图片说
明，作者姓名及联系方式。组委会将选出部分优秀作
品在第二天的三湘都市报上刊登或在金博会官方网
站上的“金博瞬间”栏目刊登。

小记者财商课堂征文赛
时间： 9月16日、17日、18日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介绍：9月16日， 现场采访出席开幕式的领
导，就青少年理财及财商培养等诸多问题问计高层。9
月17日上午， 现场进行首次“青少年理财大讲堂”活
动， 并跟随三湘都市报财经记者参观各金融展台，了
解未来银行，现场体验理财活动。所有三湘华声全媒
体小记者均可自行前往金博会现场参观并采写相关
稿件， 稿件要求800字以内，9月18日中午12点前投稿
至sxxjz@163.com，我们将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两名、三等奖三名。

海尔与国美代表中国品牌发展成就
2011（第17 届）
“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揭晓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难的情形下， 拥有自主品牌的行业主
导品牌发展却更为强劲。从100品牌销
售规模增长看，2009年比金融危机开
始的2008年增长12.16%，2010年则比
2009年增长25.67%。与此同时，利润
指标也不断向好，2008年100品牌平
均利润率6.27%，2009年是7.2%，2010
年是8.11%。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
品牌已逐步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
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研究主要针对
我国竞争行业消费类品牌， 始于1994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时间：9月16日下午至9月18日上午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游戏介绍：本届金博会期间，每半天我们将
派发100份财富大冲关藏宝图， 拿到藏宝图后根
据藏宝图指示到达指定区域完成指定任务，完成
任务后可由工作人员盖上相应的印章，按照藏宝
图指示完成所有任务者即可在西门服务台领取
奖品一份。

金博会现场抓拍赛

经济信息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探底、 经济
持续低迷之际， 一项连续17年跟踪进
行的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比较研究，日
前在南京揭晓。跟踪研究的100品牌以
平均25.67%的市场增长速度， 证明中
国品牌建设日渐成熟。 海尔以907.62
亿的品牌价值位居榜首， 其后是联想
711.92 亿 、 国 美 586.26 亿 、 五 粮 液
586.26亿。
该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
来，在经济持续低迷、企业生存日益艰

时 间 ：9 月 16 日 至 9 月 18 日 10:00-11:30；15:
30-16:30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二楼互动游戏区
流程：主持人每次邀请一名市民上前参与游
戏；市民在一定距离内，将游戏币扔进古钱币的
方孔即可；每次有三次机会。
游戏介绍：将古钱币的造型融入到游戏中，与
金博会特点巧妙契合。 每次邀请一名市民上前参
与， 都有三个投币的机会。 市民在一定距离范围
内，将游戏币扔进古钱币的方孔。扔中一个可获得
组委会小纪念品一个，扔中两个获得价值200元的
精美奖品，扔中三个获得价值500元的奖品。

年，今年已是第17届发布。这是我国最
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关于品牌价值
比较的专业研究， 由睿富全球排行榜
资讯集团与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共同进行。 目的是研究品牌价值内
涵及发展规律， 推进中国企业创建自
主品牌。
海尔自2002年以来连续10年成为
价值最高的品牌， 稳居制造业第一品
牌；作为零售业的代表品牌，国美电器
也连续多年位列该榜单零售业品牌价
值第一名。研究认为，进入市场经济，
我国家电制造业和家电零售业最先达
到市场的充分竞争， 是对中国品牌建
设最有影响的产业。 海尔与国美电器
作为中国家电业的上下游品牌， 代表
了中国品牌建设与发展的成就。

网上微博金博会
时间：9月16日正式启动
地点：http://jbh.voc.com.cn/
活动内容： 金博会期间， 同步启动网上微博金博
会，参展金融机构以公司为单位，注册金博会官方微博，
从而在更大限度、 更深层次扩大金博会影响的同时，也
极大拓展和提升参展金融机构本身品牌的内涵和知名
度。与此同时，组委会还将通过各参展金融机构官方微
博粉丝数量统计的最终结果，评选出“金博会期间最受
网友欢迎企业奖”，以资鼓励。

财富俱乐部有奖调查问卷
时间：9月16日至9月18日
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内容：活动以问卷调查，回收抽奖形式进行。活动
将每天在金博会现场发放调查问卷200份，下午3点之前回
收的问卷将视为有效问卷，卷面问题回答正确8道（含8道）
以上的问卷将参加抽奖，下午4点将进行现场抽奖。每天都
会产生5名幸运参与者。这5名幸运参与者将获得礼品，其他
进入了抽奖的参与者将获得纪念礼品一份。

请认准专利号 谨防假冒
专利号：ZL03225138.6
悠 派 美 容

专利去眼 袋
去眼袋前 男 去 眼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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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眼袋 前 女 去 眼袋 后

独家采用高科技专利射频溶脂仪，结合韩日技术
一次性去除眼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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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项目：★去皱 ★瘦脸 ★嫩肤 ★提升眼皮

悠派美容国际连锁机构，您的眼袋专家！

十五年品牌，值得信赖！
0731-89796728 89796738 香港：00852-22388706
专家热线：18207488966 网址：www.csypm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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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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