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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9月起银行卡境外消费
1000元以上需上报

6月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
易信息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9月1日起，
外管局将开展银行卡境外提现和交易信息采集
工作，采集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单笔1000元
以上的消费交易信息。不过通知表示，采集范
围为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的提现和消费
交易信息，不含非银行支付机构基于银行卡
提供的境外交易，即境内银行卡关联第三方
支付，例如：支付宝、微信等，在境外交易还
不属于信息采集范围。

业内人士也表示，外管局发布《通知》，
对正当消费者的境外消费而言不受影响，更
不会影响在境外任性地买买买。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融360理财分析师刘
银平认为， 人民币兑美元
中间价新的定价机制是在
现有的“前一日收盘价+一
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的基
础上加上了“逆周期因
子”， 目的是削弱前一日收
盘价对中间价的影响，使人
民币汇率走势能更准确反
映经济基本面的状况，抑制
人民币贬值预期，减少顺周
期行为， 缓解外汇市场可
能出现的“羊群效应”。

国泰君安分析师覃汉
也表示， 此轮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大涨反映了人民币
对美元的“补涨需求”。美
元指数年初以来累计跌幅
近5%，且有进一步破位下
行的迹象， 而在岸人民币
对美元升值不到2%，从这
个意义上说， 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本身有一定的“补
涨需求”。

此外，5月31日， 离岸
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大幅
上行至20%以上， 创2017
年1月以来新高，资金紧缺
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放
大了离岸人民币的升幅。

◆肖家麒（父亲：肖辉，母亲：陈
丽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523711，声明作废。

◆徐旗(父亲:徐小勇,母亲:陈
小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8739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6 月 4 日长沙冰风
之洋酒业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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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傅彩霞 15084880848

◆彭理遗失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
学院的三方协议，协议号 2013
040104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三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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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生媛 电话：15367858187

◆刘林涛（父亲：刘国辉，母亲：
唐海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86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德宏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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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荣香，电话：15173041781

注销公告
岳阳市鸿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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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荣香，电话：15173041781。

遗失声明
喻娟通讯商行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2 月 17 日核发的证号为
430111600854576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喜多士食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6 年 4 月 18 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4600519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食尚坊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0
97482498T）遗失单位公章、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代表）谭
振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明珠养生馆遗失
株洲市荷塘区国家税务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023943099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江瑶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体文，
电话：13787675072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五临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周五林，电话 15200304200

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康为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姚长青，电话 13575023541

遗失启事
今有以下单位不慎遗失湖南省
建筑业企业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岗位资格证书：湖南省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电力设备厂、炎陵
县建筑工程公司、株洲市建兴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姓名、
身份证号码、岗位名称、证书
编号分别为： 潘红 4302021967
01296045 资料员 43161140003
401、唐小佳 430225196410140
010 安全员 43162020012280、
姜 晶 星 430203198004055022
标准员 102101300306 、 刘 曼
430221197604156220 标 准 员
1181013003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翔翼机械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430121000125036，组织
机构代码证为 33837924-9，税
务登记证号（国）为 43012133
8379249，税务登记证号（地）
为 430121338379249 的营业执
照正本和副本，声明作废。

◆陈华于 4 月份遗失常德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号码 13039120
08060003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爱梅遗失芷江县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3027197007043623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鼎诚汇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821MA4L6A6R2R，
声明作废。

◆朱弈璇（父亲：朱泽，母亲：
雍思思）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1144805,声明作废。

◆王美男（父亲：王保华，母亲：
杨原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0779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晟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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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辉，电话 13337318688

遗失声明
长沙金牛角王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1046940315999）增值税发票
系统金税盘被盗，盘号 44-661
621270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怡智能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销项负数发票 2 张，发
票代码 217246 号码 4660/4661，
声明作废。

◆陈宇蓬（父亲：陈桂虎，母亲：
汤如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130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挺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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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挺程，电话 13787199878

遗失声明
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 1 份,号码为:1973 5124 54
金额 22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信丰电脑打印社
遗失通用手工发票 (三联百元
版 190mmx105mm)一本发票领
购本 (430010009881818)， 发票
代码 143001010836 发票号码：
00294551-002945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裕鑫宾馆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三份，
发票代码 4300162320，发票号
码 07629886；发票代码 43001
63320，发票号码 12616792、
126167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大汇众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09591367X，声明作废。

◆彭锦程(父亲:彭祥,母亲:
田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99625,声明作废。

◆易睿轩（父亲：易祖海，母亲：
陈婵）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200910，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7 年 6 月 4 日望城区公安局水
上派出所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
现一具女尸。 该尸体上、下身
穿花色衣裤，身高约 158CM，年
龄不详。 如贵辖区有上述失踪
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
曹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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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丹 43010519790615302X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左梓萌(父亲:左和平，母亲:
左艳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1029328，声明作废。

◆郭亮遗失车牌号湘 AA9809
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运管长
字 430124201705,声明作废。

◆肖沁雨（父亲：肖燕，母亲：
王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104868,声明作废。

◆宁成（父亲：宁群，母亲：谭
丽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5217，声明作废。 ◆贺利（父亲：贺仲庄，母亲：谢

志良）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64202，声明作废。

◆贺利祥（父亲：贺仲庄，母亲：
谢志良）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36890，声明作废。

◆刘红勇遗失湖南商学院毕业
证和学位证，编号 10554120 09
05920031，声明作废。

◆雷嘉美（父亲：雷海斌 母亲：
奉格云）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
号 431126201110080365，声明作废。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涨 未来仍有一定上涨空间

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理财？不划算

市民张先生女儿在美国留学，
每年都需要一定额度的美元， 他手
头还持有一部分美元，张先生想
知道，需不需要提前做点规划？

刘银平回应，如果手中已
经持有美元可以继续持有，毕
竟美国经济基础还比较坚实，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没有出
现大幅升值的预期；对于出国

旅游或是留学需要兑换美元
的人群来说，由于短期内人民
币升值预期升温，不用着急将
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在国外消
费尽量采用刷卡即时结算的
方式。从海外投资来看，本次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对此
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建议暂不
作调整。

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大幅上升了6.8%，催生了一
批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理财
的投资者，在去年那种背景下
确实要划算，一方面能拿到理
财收益，一方面能拿到美元升
值带来的额外收益。

不过，刘银平表示，今年
再这样做就行不通了。 在我
国，美元投资渠道有限，无论
是美元存款利率还是美元理

财产品收益率都要远低于人
民币产品， 而且还要受5万美
元的换汇额度限制。比如目前
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
率在4.2%左右，美元理财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在1.8%左右，也
就意味着，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全年至少上涨2.4%才划算。从
今年的行情来看，美元兑人民
币不贬值就不错了，更别说升
值了。

未来需使用美元不急提前兑换

人民币换成美元理财？不划算关注

6月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中间价较前一交易日上调135个基点，报
6.7935。自5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引入
新的机制后，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强势反弹。早
在6月1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就较前一交
易日上调543个基点， 创去年11月10日以来最高
值，也创下今年1月6日以来最大涨幅。

人民币兑美元大涨， 不少关注汇率的投资者
问， 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否保持上升趋势？持
有美元或是未来需要使用美元该如何规划？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罗梓豪

6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较前一交易日上调135个基点。

连日来人民币兑美元
大涨， 不少投资者关注的
是， 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
进入升值通道， 未来是否
会持续保持上升趋势？

对此，刘银平表示，短
期来看， 中国出口增速加
快、国际收支结构改善、经
济保持中高速发展， 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仍有一定的
上升空间，即使6月份美联
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但

是新的定价机制下， 只要
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就能
抵冲掉部分外部影响，人
民币兑美元也未必贬值；
但下半年走势还不清晰，
特朗普当政下美国经济基
本面及美元指数走势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
的是，人民币兑美元不会像
去年那样大幅贬值了，未来
汇率波动幅度将收窄。

未来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逆周期因子”叠加“补涨需求”

最高补贴2000万元！
长沙高新区启动“麓谷基金广场”

本报6月5日讯 科技与金融结合， 长沙
又出新招。6月5日，长沙高新区启动“麓谷基
金广场”，拟以全国知名“基金小镇”和基金
集聚区为标杆，打造国内一流、中部地区最
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金融产业基金集
聚区。 当天活动现场，40家基金公司及投融
资机构与长沙高新区签订入驻协议，签约总
金额达500亿元。

启动仪式上，高新区新出台的《关于促
进金融业机构落户麓谷的实施意见（试行）》
（下简称《意见》）也发布。从到位资金补助、高
级人才引进、 机构运营补助等各方面， 《意
见》均有诱人的政策。如，对新入驻麓谷的持
牌金融机构， 按2年内实缴注册资本给予一
次性开业支持，最高可达1500万元；在鼓励
各金融机构引进高端专业人才上，凡是金融
机构聘任的金融类高级人才、 企业高管、骨
干及有限合伙类机构自然人合伙人，可连续
5年按工资薪酬和非薪酬收入给予补贴，个
人年度最高可获“现金红包”2000万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余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