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长沙市场注意到， 一些贵金
属销售柜台已摆上了一款以中国传统五
福“福、禄、寿、喜、财”为设计主题的龙年
贺岁金银条。相比往年，龙年贺岁产品的
上市时间整整提前了1个多月。

记者在现场看到，单枚金、银条正
面均以龙首为型，成赤金二龙盘延而上
状，背面均为吉祥祝福语“金龙降喜”，
衬以祥云图案为底纹。

据一贵金属销售负责人介绍，整套
产品以单枚金、 银条及套装形式发行。
其中，金条单枚发行分5g至500g等八种
规格； 银条则在去年的基础上， 增加
2000g大克重，单枚发行分28g至2000g六
种规格。金条套装只有一种10g×5的规
格，五根“金龙”盘延而上，交相呼应，背
面四字祝词尾字串联为民间五福“福禄
寿喜财”，全球限量发行20000套。银条
套装分20g×5、50g×5、100g×5、200g×
5四种规格， 外观设计上和金条套装如
出一辙。

为满足特殊消费需求，还特别设计
发行了“金银套装”，分“5g金+28g银”和
“10g金+50g银” 两种规格， 分别发行
50000套、30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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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对熊猫金币情有独钟

近几个月来，国际金价犹如过山车般
起伏连连，全球资金的避险需求似乎都体
现在了贵金属的行情上。与日常生活千丝
万缕的关系，让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逐
渐成为普通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
的生活第八必备品。

近日，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在潇湘
华天举办的一场贵金属展销会上，短短的
3小时里，销售贵金属近600万元，受到了
市民的热捧。

作为与“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
罗斯齐名的三大国际著名投资家之一，罗
杰斯在来参加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
的路上就通过助手向记者询问，哪里能够
买到熊猫金币以及其他金币，而一到金博
会现场，看到中国银行展台前正在展示贵
金属，于是就直奔中国银行展台，现场刷
中行卡购买了一套“熊猫金币”，还对中国
银行1918年发行的孙中山头像国币券、
1980年首发的外币兑换券等珍稀文物、奥
运钞等表现出了兴趣。据了解，罗杰斯对
中国熊猫金币一直情有独钟，每次到中国
都要购买熊猫金币。中行湖南省分行工作
人员介绍， 罗杰斯是中行13年的老客户，
也曾多次从中行购买熊猫金币作为藏品。

“高纯金”国标出台

此前的黄金产品中已有足金、千足金甚
至万足金，全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最新
制定了“高纯金”的新国标，自此，“5个9”的
“高纯金”标准首次进入投资收藏市场。

中秋节期间，中国黄金协会与全国黄
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举办了“高纯金”和
“高纯金化学分析方法”国家标准发布会，
向全国黄金制造、加工和零售企业推介目
前全球纯度最高的黄金材质Au99.999，国
标定名为“高纯金”。

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纯度达到99%的黄
金产品被称为足金， 而达到99.9%的被称
为千足金， 达到99.99的被称为万足金，也
就是老百姓常说的“4个9”。而这次新国标
的高纯金的纯度为99.999%，即“5个9”，比
万足金还高出一个档次。据了解，长沙市
民目前已经可以在友谊商城、东塘金色家
族、岁宝百货、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等
买到“5个9”的“高纯金”。

“这种高纯金比万足金的纯度更高、更
赤、更纯。 ”中国黄金协会会长、全国黄金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孙兆学表示 ：
“Au99.999的成功问世以及标准的顺利制
定与实施，开拓了我国黄金消费市场新的
竞争格局。”

“5个9”，就是新出炉的“高纯金”
更赤、更纯，比万足金还高出一个档次 长沙市民目前已经可以买到

2011年，美的重磅推出的“深度睡眠”、
“环抱风”、“强劲风” 三大系列变频空调产
品，十四款产品包含挂机和柜机款式，一举
覆盖高端、中档、亲民等各个档次，解决了消
费者使用空调时的困扰，三大明星产品备受

星城消费者喜爱。
美的深度睡眠变频空调为健康护航
美的“深度睡眠”系列变频空调，包含J、

F、K、L四款挂机产品，始创智能睡眠曲线系
统 并 获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专 利 号 ：

200910038373.7）。 美的深度睡眠空调可提
高室内空气20%的含水量，避免空调环境空
气过于干燥。

环抱送风舒适体验面面俱到
无论你的家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或者

是不规则形状的环境，美的“环抱风”系列变
频空调都能与你的家居环境完美匹配。美的
“环抱风”变频柜机，突破传统的一面出风方
式，创造性采用“侧面出风”的结构方式，实
现环抱式送风设计， 避免强风直吹人体，使

舒适气温循环流动，均匀地分布在室内每一
个角落。

15米超远送风清凉无“死角”
不少消费者反映，总觉得开着空调的大

空间里，还是有空调送风送不到的“死角”。
美的针对大空间大环境的送风要求，推出的
美的“强劲风”系列变频空调，包含J、V、K、
E、L五款产品，能完美地实现长达15米的超
远距离送风，通过上下左右广角可控导风叶
送风，风量更大，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

您家的空调升级换代了吗？
———美的三大明星系列变频空调：立足舒适细分用户需求

经济信息

湖南德美医疗电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
中支遗失：强制保险批单：12004
00800162903、043241； 机动车商业
保险批单：1200460700161682-684，
0900005103，共计 6份，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本公司
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
书面形式申报债权。联系人：林俐
电话：13973191900

长沙雅林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受委托， 兹定于 2011 年
10月 10 日上午 9 点 28 分在长
沙市韶山北路 216 号维一星城
国际大厦 18 楼会议室对衡阳
市蒸湘区某公司办公楼壹栋公
开拍卖。 该标的位于衡阳市蒸
湘区衡邵路 74 号， 总共六层，
房屋面积约 2323.97 平方米,土
地面积约 1898.6 平方米。 该标
的院内有一栋职工宿舍已出
售，其占用土地不在拍卖之内，
其产权分割过户由买受方自行
办理。 本标的过户所有手续费
用由买受方承担。

凡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
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竞买保证金 500 万元， 报名截
止：2011 年 10 月 8 日下午 5 点
前。 以上标的以现状总价拍卖，
标的实物移交到 2012 年 1 月
10日租赁合同终止后。
标的展示期：2011 年 9 月 28 日
至 9月 30日
报名地点： 长沙市劳动中路 79
号或衡阳市高新区嘉华花苑二楼
联 系 人：廖先生 13807474255

0731-85527126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湖南兴湘拍卖有限公司
2011年 9月 28日

拍卖公告

浪漫交友择偶 82526566
有批优秀男女能征婚交友应酬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交友 声讯

公 告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黎异 43011119800603502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林啸 43011119810610101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甘露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22301198305261228，声明作废。
林敏芝 43062619680522004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为人随和健康品正
退伍军人现经商， 诚觅一位朴
实善解人意的有缘女士共度一
生，带孩可 13794492789亲征 长沙市芙蓉区永赞电脑经营部

遗失预留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8 离 1.6 公司白领丰满气质佳宽房
独居征成家男(地域不限）13308451267

长沙市芙蓉区常江绣庄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6403273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在等你： 王静 28 岁夫老总不育离寻
踏实男圆我梦见面重谢 13979371182

优秀男 45 岁丧偶独居稳健重感
情，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贴
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068709156本人亲谈

女 33岁丧偶独居自营生意诚寻体
健重情男为伴 13425117742本人

家的味道是您亲手做的菜肴男
46 岁， 丧偶多年， 经商收入可
观，为人朴实，寻一位重情，有母
爱的女士为伴 13128145802
真诚求助漂亮真诚女晶晶 28 岁温
柔大方高雅有爱心寻健康品正男
给我美好心愿本人 15946888667

本人征婚男 50 岁退伍军人经商丧
妻多年未再婚现人到中年觅重情
顾家的女士为伴亲谈 13510192231

懂珍惜男 49岁失去过（丧偶）
更懂得珍惜当过兵，稳重有责
任心；诚觅：善良重情顾家孝
顺女为伴。 先互相了解，有缘
可成婚（可带孩）13424423911

丹丹女 30 岁高雅大方觅健康男
圆我美好心愿 18270460871亲见
靓女芳芳 28岁 1.65 优雅大方现寻
健康男圆我美好心愿 18296338067
男 49岁丧偶退伍军人经济优独居
觅善良持家女为伴 13284224449

真诚求缘：丽丽 28岁气质高雅温
柔大方丰满迷人特寻健康品正男
圆我美好心愿 14796869194亲谈

温柔女阿娇 31靓丽迷人高雅大方
有爱心经济优寻健康男圆我美好
心愿有缘共同富贵 15279393135

肖雯栎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
430304198212302069，声明作废。

章宪(身份证号 43010219701026
1010) 遗失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001307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力遗失东城名苑 3 栋 104 号房的国
土证，证号：2011-143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灿 4301241978102600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秦载良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3106183015，声明作废。

刑泉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编码：
120430000000290，声明作废。

本报讯 日前，新华保险推出了保单
密码服务， 大大加强了客户网上操作的
安全性。

据了解，保单密码是投保人对所持
有的保单进行的专属交易密码保护，主
要应用于自助类保全服务对投保人的
身份识别，可以让客户进行基本资料变
更、保单挂失、保单迁移等各类保单保
全的自助业务。新华保险所提供的保单
交易密码可以保障客户放心、快捷地在
网上办理各类手续，节省柜面等候的时
间。 ■通讯员 何珊 记者 刘永涛

新华保险推出
保单密码服务

本报讯 近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人保财险）推出
了“人保嘉年华，e起欢乐，e起购”网络
投保送好礼的活动。 即日起至10月10
日期间，登录ePICC网站，参加“人保嘉
年华”活动，按要求操作，就有可能赢取
油卡、GPS导航仪，还有机会获得“普吉
岛之旅”等大奖。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员 徐雅敏

上网买保险
可游普吉岛

本报讯 继2010年由中英人寿主办
的“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
湖南站在岳阳市湘阴县文星镇黄金学
校成功举行之后，今年的关爱行动在常
德市桃源县盘塘镇中心小学再次点亮
希望。

据主办方透露，今年计划将覆盖20
所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乡镇学校，目前
志愿者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

■记者 刘永涛

关爱留守儿童计划
招募志愿者

相
关
链
接

龙年贺岁金银条提前上市

罗杰斯在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中国银行展台上购买熊猫金币。 通讯员 王晓丹 摄

熟悉贵金属投资的市民，买
过千足金， 也买过万足金，“高纯
金”却还是第一次听说。近日，长
沙市民宁小姐就在一家金店的柜
台上目睹了“高纯金”真容。据了
解， 这是日前中国黄金协会与全
国黄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国家标准， 是目前全球纯度最高
的黄金材质Au99.999， 国标定名
为“高纯金”。 ■记者 陈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