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动态

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
的投资方式成为众多贵金属
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湖南
省分行贵金属投资服务系统
进一步完善，充分考虑客户愈
加多元化的需求，提供了实物
贵金属投资（金条、 金章、银
条、银章等）、账户贵金属（黄
金、 白银、 铂金）、AU(T+D)、
AG（T+D）递延业务等多种贵
金属投资产品，多渠道和多种
交易方式的贵金属交易服务，
为广大客户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投资理财平台和一个更为
完善的理财服务系统。

实物贵金属
投资收藏两不误

长沙某企业高管朱先生的
孩子生日快到了， 他不知道准
备什么礼物。朋友介绍，可以投
资工行的贵金属，送点“财商”。

据工行湖南省分行营业
部黄金分析师徐工介绍，根据
市民投资需求，工行湖南省分
行提供实物类、交易类、融资
类和理财类等四大类30多种
小类的贵金属产品。“实物贵
金属金条、金钱、银条等适合
长线投资，纪念金章和银章精
美大方， 有不同规格可供选
择，兼具投资收藏价值，不失
为送给孩子的一份好礼物。”

记者了解到，以“如意金”
命名的工行投资金条已经成
为目前销售量最大的投资实
物类金条。

此外，针对投资者日益增
加的黄金变现需求，还推出与
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时报价回
购业务。

徐工告诉记者，工行的贵
金属购买操作也非常简单，客

户可以通过该行网银、手机银
行、电话银行以及遍布全省的
工行网点等渠道全天候办理
业务，交易渠道安全便捷。

账户贵金属
尊享“掘金”乐生活

对有一定交易经验、对贵
金属市场有一定认识的客户，
工行账户贵金属也不失为一
个好的选择。账户贵金属有着
完善的交易服务系统，无需进
行实物交割， 没有储藏、运
输、鉴别等费用，对投资的风
险防范、 流动变现和收益的
获取都很有帮助。

记者了解到，账户贵金属
设立的与国际市场黄金价格
时时联动高度透明的报价，和
昼夜24小时不间断可做实时
交易的制度机制，可以全天候
通过对市场走势的把握随时
做低买高抛的灵活操作，而且
在卖出后含赚取的差价在内
的资金可以瞬间实时到达自
己的结算存款账户内，而且没
有变现上的障碍。

工行湖南省分行利用自
身优越的交易平台，为客户提
供柜台、网银和电话银行等多
渠道实时便捷交易，并设置了
多种多样的委托方式，包括即
时交易、获利委托、止损委托、
双向委托，最长委托时间可达
到120小时， 使投资手段更加
灵活。

工行账户贵金属投资客
户张先生表示， 通过网络操
作，不仅省去了到银行排队的
麻烦，更不用担心夜里有行情
错过机会，只需设定好买或卖
及委托的类型、价格、数量、有
效期等，就可足不出户坐享其
成了。 ■记者 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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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我司
终止对唐生华、龙彩云及永州
市水韵潇湘旅游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店址：湖南永州市冷水
滩区育才路与中兴路交叉口东
南角，凯旋城 E 区 2 楼）经营

“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单订服务合同（合同
号：HUNLY287-289）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我公司灭失以下 12 台车辆及车
辆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
车登记证书：小型汽车：湘 AB
E730， 发 动 机 号 07081359，
车 架 号 码 LJ11KBBB676034293；
小型汽车：湘 AB4813，发动机
号 4100QB，车架号码 LGAG3BG
D82A021876，小型汽车湘 AC8
135，发动机号 1130112716A，
车架 号码 LVBV7BE043Z026453，
小型汽车湘 AC9587，发动机号
U21187994A，车架号码 LVBV7
BE653Z028891，大型汽车湘 A
04750，发动机号 YC4110ZQE0
272400080，车架号码 LVBVCP
FD04H001644，小型汽车湘 A2
8467， 发 动 机 号 01D0455， 车
架号码 00836，大型汽车湘 A0
8039，发动机号 04103254，
车架号码 LGDTM9GP14A131172，
小型汽车湘 AP2760，发动机号
270516，车架号码 LWU3F1T68
6KMC0175，小型汽车湘 A23516，
发动机号YC01052LQ﹡J41D0090﹡，
车架号码 LVBVEPHNX4H007337，
小型汽车湘 AF3990，发动机号
04063510，车架号码 LGAT3CG
D44A121156，小型汽车湘 AQ3748，
发动机号 Q70311052B，车架号
码 LVAV2JBB47N003315，小型
汽车湘 AF8582，发动机号 B405
16764A，车架号码 LVBV8JE63
4Z048775，特此声明。

长沙市大唐物流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6日

解散清算公告
湘西自治州乾城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
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 清算组责任人：梁从好，
电话：13762117800

遗失声明
魏磊平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编号 1998431104323016808182
17执业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11
0430000002349，声明作废。◆黎龙辉，43018119780906740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机 场 联 络 线（S210）- 干 杉 段
项目因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征
收干杉镇集体土地 120 亩。 具体
位置是：干杉镇干杉社区贺家
坪组；长安村鹧鸪塘组、田奈
边组、山冲塘组、新塘组、黄
桥头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
速与空港城干杉片区指挥部联
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
将视作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作
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缪先生：
15084714936 龚先生 13974899278
长沙县空港城干杉片区建设协
调指挥部 长沙县空港城干杉片
区建设协调指挥部 2015年 11月 6 日

遗失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湖南分公司遗失
养老险投保单 33份：K000321
300336629、58、61、62、6258、
65、K000321400251317、71、
83、84、92、99、1400、01、
88、1552、53、60、62、1621、
38、1719、20、21、22、25、
26、1859、73、83、1932、
K000321400059606、09；
借意险投保单 30份 KP112905
132000000851-880，声明作废。

◆李先德，430802196207140072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任学春不慎将本人建造师注册
证遗失，注册编号:湘 2431313
20728，特声明原证件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纽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望城分局
2015 年 1 月 13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号 430122000042933；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号
430122072641667；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号 07264166-7；
公章财务章法人罗莎私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欣润酒业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2 -1、2 -2，注册号 430100000
146829；遗失国税、地税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574
34116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号 574
34116-2；遗失长沙银行联汇
支行开户许可证，帐号 800103
209402010，核 准 号 J5510015
265301；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文珉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广财投资有限公司 (登
记机关：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伍文娟 电话：15174408233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夯域广告设计工
作室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
务局 2014 年 3月 4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43090219
880708910501，声明作废。

◆蒋志方遗失法律服务工作者执
业证，证号 3180101110088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林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发
票领用簿遗失，税号：430111051
683323；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 3份，发票代码
143001210128，发票号码 23752
059-23752061，声明作废。

◆魏浩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122
198607202873，声明作废。

◆晏辉煌遗失湖南大学本科毕业
证：105321201005204754 号，声明作废

◆李济世遗失装修押金发票，发
票代码 243011230188，发票号码:
60125619，金额：2000 元，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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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7092740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青春创意无限品牌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法
人私章（王婕）、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2
4471901)，开户行：长沙银行
解放东路支行，账号：8001425
62208015，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 码 ：G104301020244719
00）银行印鉴卡，均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恩度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3年
7月 1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430102550719255，
声明作废。

11月5日，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东城支行正式开业，东城支行落户
于芙蓉区东二环二段320号天平公
寓（省高级人民法院旁），是华融湘
江银行在省会长沙的第16家支行。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10月12日正式挂牌开业，成立五
周年， 全行资产总额近2000亿元，
资产总额、各项存款、各项贷款等
主要经营指标分别是成立时的五
倍以上，累计实现利税100亿元。

■通讯员 王乐 记者 潘海涛

11月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开发银行、 中国平安在京签署
了《促进安全产业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以下称协议），将组建国内
首只安全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规
模将达1000亿元。合作四方及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当天的签
字仪式。

四方着力在安全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 包含产业政策与发展规
划编制、企业扶植与金融服务、产
业发展投融资、 营造市场生态环
境四个方面。按照协议，作为培育
和发展安全产业的牵头部门，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国家安监总
局， 协调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安

全产业相关规划、政策、标准，同
时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平安在
安全产业规划解读、 实施以及项
目梳理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据悉，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了
国家开发银行低成本融资和中国
平安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双重优
势。 通过国家政策宏观引导产业
发展需求，完全运用社会资本，以
债权投资、股权投资、股债混合投
资、低息贷款等多种方式，在合理
管控风险的前提下， 将为安全产
业领域内的科技型企业、 中小微
企业、国企改革等提供资金，支持
危化品生产企业兼并重组， 解决
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

■通讯员 汤琼 记者 潘海涛

工行贵金属产品满足你的“掘金”梦
交易渠道安全便捷，网银、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以及工行各网点均可办理业务

工行湖南省分行高级黄金
分析师王健认为， 从全球资金
流动和大类资产转移规律来
看，未来一两年内，包括贵金属
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回暖是
大概率事件，“黄金的保值增值
属性终将显现出来。”

不过， 不同的贵金属投资
品种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其投资方式、风险属性、价值变
化等都存在较大差别。 由于影
响黄金价格涨跌的因素非常
多，从全球范围看，黄金市场交
易24小时不间断，因此，投资黄
金对于信息要求比较高。此外，
还要做好风险管理。 黄金投资
和黄金储藏是两回事， 盲目进
入一样会深度套牢， 加强风险
防范至关重要。 国际投资大鳄
巴菲特对黄金投资的建议是：
在资产组合中长期持有15%左
右的金银始终不变。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东城支行开业

平安参与组建首只安全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合理配置避风险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