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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两大避险投资品种的
比特币和黄金近期呈现冰火两重
天走势。5月11日，国内比特币价格
创出历史新高， 突破10000元/个，
最高达10300元/个。 国外比特币
价格最高达1899.5美元/个。 而黄
金价格近日则持续下跌， 一度跌
破1220美元/盎司的关键位置。

国外投资者甚至乐观认为，
比特币的价格未来数月可能会达
到每个4000美元。 比特币究竟能
走多远，未来风险何在？黄金价格
是否延续“跌跌不休”？投资者将何
去何从？

比特币价格过万
警惕回调风险

据比特币交易平台火币网数
据显示，5月11日， 国内的比特币
价格最高突破10300元， 单日最
高涨幅超过4%，创国内比特币历
史新高。截至18时，报收于10168
元/个。

从4月20日开始，国内比特币
价格强势突破，5月5日午盘时分，
突破历史最高价9330.83元。经过3
日整理后， 火币网数据显示，5月
11日再次创历史新高，相比3月25
日开盘价6735.6元，46天涨幅超
50%。国内另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
OKCoin行情显示， 截至5月11日
18时，最高涨至10557元/个。

在交易量方面， 中国近一周

交易量仅占全球10%左右，火币网
5月11日显示 24小时交易量仅
1.19万枚左右，不足年初1月5日新
高时单日交易量的0.3%， 国内比
特币交易市场趋于理性。

火币网一位分析师表示，此次
中国的比特币价格创新高和1月
初火币网创下8895元新高时的行
业形势已经大为不同。 一是中国
国内的比特币价格远远低于海外
价格，差价高达近3000元。二是中
国的交易量也由原来的全球第一
降至排名第三， 位于美元和日元
之后， 火币网平台每日的交易量
不足原来的1%。

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磊表
示， 国内比特币上涨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 一是在国际价格的带动
下， 这种差价导致一些需求持续
存在； 再就是国内自央行进驻各
交易平台监管开始， 很多比特币
需求被抑制， 但国内场外市场逐
步得到了发展， 需求再次开始释
放。

在他看来，后市由于短期价格
涨得过多，比特币有一定的回调风
险，但目前国际市场比如比特币基
金等概念支撑还在，国内突破万元
之后有可能迎来调整。

国际金价或在三季度反弹

作为另一避险投资品种的黄
金自4月中旬以来一直持续跌势。

5月11日， 伦敦现货黄金最低报
1217.31美元/盎司， 每盎司较4
月17日创下的1295美元下跌了
超6%， 连续8个交易日收跌，大
幅回吐一季度的涨幅。 截至18时
04分 ， 伦敦现货黄金报收于
1221.75美元/盎司。

肖磊表示，黄金的下跌主要是
地缘政治风险的消退、法国大选落
地、朝鲜局势降温以及欧美市场风
险资产的走高，分流了黄金市场资
金。未来看，由于一季度国际金价
涨幅超过8%，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
可持续的涨幅，二季度调整是必要
的， 但要吃掉一季度涨幅比较难，
整体来看国际金价在1200美元附
近有比较好的支撑，待6月美联储
加息后，三季度开始进入反弹的概
率较大。

金易投策略分析师吕菲表示，
眼下国际金价走势虽然低迷，但行
情由跌转缓可以看出市场在不断
消化利空因素，这才导致震荡行情
的出现，只是这种行情很可能会维
持一周左右的时间，若要真正打开
下行空间， 就先要有效跌破1220
美元/盎司且收盘价也得低于该水
平下方，其次再看向1200美元/盎
司。

凤金理财分析师也提醒，近期
金价会在盘整中再次寻找方向，所
以在操作中一定要严格止损，避免
出现单方向性行情后套单。

■记者 蔡平

5月10日， 神州优车集
团与浦发银行联合发布神
州御驾黑卡，这是国内首张
顶级出行信用卡，持卡人可
同时尊享浦发银行、神州专
车、神州租车三大白金卡权
益。

据了解，神州御驾黑卡
定位高端商务精英人群，采
用邀请与自荐相结合的发
行办法，首发周期自即日起
至5月31日。 审核通过的用
户，将直接获得浦发信用卡
白金级礼遇， 享受境外退
税、免费高额航空险和星级
酒店免费住等权益。 同时，
用户可直接升级为神州专
车及神州租车白金会员，尊
享专车叫车免费等待、生日
礼券、 国际租车9折等专属
特权。此外，活动期间，开卡
用户还将获得神州专车限
额1000元的“充100返30”
特别优惠。

神州优车集团深度布
局出行和汽车产业链，旗下

神州租车作为亚洲最大的
汽车租赁公司拥有国内覆
盖最广泛的服务网络和最
大规模的客户群体，神州专
车则牢牢占据国内中高端
网约车市场。浦发银行则一
直密切关注互联网行业的
新趋势和用户消费需求的
新变化，针对场景化消费领
域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渗透
和更广泛的布局。

业内人士表示，神州优
车与浦发银行在互联网出
行和消费金融领域具有多
年高价值客户的积累，本次
合作是浦发银行战略投资
神州优车之后全方位战略
合作的开始，也是双方结合
各自业务的独特优势将出
行服务与金融消费全面融
合的全新实践。在消费升级
时代，神州优车与浦发银行
的合作通过为双方客户提
供更多增值服务的方式，开
创了移动出行场景下的全
新消费模式。

两大避险投资品走势冰火两重天

比特币“破万”了，黄金还在“跌跌不休”

◆郑祥璜（父亲：郑庆平，母亲：
刘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0451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惠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3090
4778484）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国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姜岱敏，电话 13801188918

遗失声明
株洲市闵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元分局 2016 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2003385018656；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 税 号 430211338501865；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338501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鸿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元分局 2016 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200338501814
X；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211338501
814；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3385018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瑞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元分局 2016 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211338501849
E；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211338501
849；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33850184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5 月 11 日湖南
和顺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电
话:0731-55581266联系人：杨烨◆何绮雯(4416231994****5222)

遗失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铁道通信信号专业毕业证，
特此声明作废。

◆周钰可（父亲：周刚，母亲：
龙林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161288,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上午 10：30 在我司会议室
公开拍卖机动车数辆。 请有
意竞买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和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报名
时间：2017 年 5 月 17 日、18
日。 预展、报名地址：东风路
湖南汽车城 1 楼。 联系方
式： 13548567030 马经理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陈坚遗失湖南工程学院报到证，
证号:200611342201832，声明作废。

◆郑卿光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 430101000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家味私房
菜馆（纳税人识别号 4306241
9811003303101）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为：
4300171320,发票号码：0245
0448、024504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迈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澧
县分公司遗失澧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1 月 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723000030187，另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神州御驾黑卡面世
享受神州浦发白金卡权益

5月8日，阳光融和医院
开诊一周年。医院召开践行
健康中国战略，共享健康阳
光———“健康阳光行动”推
进会。

开诊一年来，阳光融和
医院取得了诸多成绩：门急
诊总量24万人次， 体检近3
万人次，住院病人突破1.5万
人次， 完成手术4000多台
次， 其中代表医院技术水
平、学科水平、技术含量难
度的三四级手术达到40%
以上，有的高难度手术填补
了省市空白。

据悉，本次活动还举行
了阳光健康管理学院揭牌
仪式。学院由阳光颐和养老
公司、阳光融和医院、潍坊
护理职业学院共同成立；同
时， 发布了国内首款遵循
DRGs支付方式的商业健康

险产品“房颤射频消融手术
综合保险”， 并联合上海胸
科医院举办心血管疾病精
准医疗暨房颤射频消融高
峰论坛。活动中，阳光融和
医院还对目前国际最先进、
国内第三台、山东省唯一一
台高速、 静音PET-MR和
SPECT/CT等设备的性能及
临床应用进行了启用介绍。

此次推进会召开后，阳
光融和医院将落地“天使之
旅—山东贫困先心病儿童
救助行动”，对临朐县、安丘
市等县市0-14周岁患有先
心病且家庭经济困难、尚未
进行手术治疗的患儿进行
筛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患
儿进行救治，并将陆续开展
惠民诊疗、大型义诊、健康
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

■通讯员 李安琪

阳光融和医院开诊一周年
“融和模式”备受关注

比特币和黄金近期呈现冰火两重天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