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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各大银行纷纷提高信用卡

透支额度，满足持卡人节日期间的透支消

费需求。

透支额度增长可视情况而定

市民张小姐告诉记者，银行短信通知

提高了她的信用卡透支额度。她不明白这

种情况下， 银行是否会收取一些附加费

用。

记者专门致电各大银行信用卡客服

中心后了解到， 信用卡透支额度的增加，

有的银行需要主动申请，也有部分银行不

需要申请，会由信用卡中心审核后自动提

高。比如兴业银行的信用卡客户，如果持

卡人用卡情况和信用记录良好，信用卡中

心审核后会自动提高，信用记录良好则透

支额度增长较多。

固定增长，还是临时增长？

信用卡透支额度的增加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固定上调额度，这种情况下，

信用卡每个月的账单日、 还款日及免息

期都不会改变， 上调额度永久有效；另

一种则是临时上调额度， 具有一定的有

效期。 有效期过后， 信用卡将自动恢复

正常额度。

如果信用卡透支额度只是“临时增

长”，市民朋友们可要留心了。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部经理丁小

川表示， 民生银行每3个月会临时上调信

用卡透支额度， 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或2

个月，这期间持卡人可以按照上调后的透

支额度使用信用卡，有效期限过后额度则

会自动降回去。临时上调额度后，多出信

用额度的消费要注意及时还款，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市民反应不一

银行临时上调信用卡额度， 持卡人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方面，很

多刷卡达人表示， 银行上调信用卡透支

额度， 可以更好地促进消费， 也为日常

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而另一方面，

也有人担忧， 信用卡透支额度被悄悄增

长，助长了乱消费的心态，有纵容透支之

嫌。市民刘先生表示，因银行上调透支额

度造成的持卡人非理性消费， 如果形成

坏账，银行是否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记者 姚乐 实习生 苏哲

信用卡额度节日上调

额度若是临时提升，刷卡更要留心

由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 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

司联合研制的中药超微饮片预防甲流

新药上市之后，湖南多家媒体进行了跟

踪采访报道。 此次针对湖南本土人群体

质特征研制的五种防甲流中药超微产

品， 为方便广大市民了解购买， 特公布

湖南各地区咨询热线：

座机：0731-83283345（总部）、

82284999（分部）

长沙：13755066238�杨先生

永州：13212625613�刘先生

郴州：13786532912�黄女士

益阳：13647493538�李先生

常德：13548726279�杨先生

株洲、衡阳：13975893467�黄先生

湘潭、娄底：13875424858�胡先生

湘西、张家界：13974958587�赵先生

邵阳、怀化：18673117986�周先生

岳阳：13307304588�方先生

13873071666�李先生

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中药超微饮片预防甲流新药在湘全面销售

经济信息

■记者侯小娟 实习生杨斯涵

还未退出流通领域的第四

套人民币最近在钱币市场上大

幅升值。“从2009年10月份开

始， 第四套人民币的价格就在

直线上升， 与2009年7月相比，

现在的价格已经高出了一倍。

特别是80版的50元， 价格已经

涨到1000元左右。”进入收藏行

业10年的资深玩家涂志说。

80版的50元最值钱

记者今天在长沙市清水塘

古玩收藏品市场了解到， 钱币

收藏者们都表示第四套人民币

有较大的涨幅。

“特别是 80版 的 50元 、

100元、2元，其价格都是成倍

地增长。”涂志说。据他介绍，

在2009年7月，80版的100元

市价还只有200元左右，现在

已经突破了500元；80版的50

元 ， 之前的价格是 500元左

右， 现在最高的达到了1400

元； 此外，80版的2元的价格

也从7元涨到了16元。

据涂志介绍 ， 目前只有

80版的 50元 、100元的价格

相对较高， 其余的价格相对

都比较低。

“由于当时钱币防伪措施

不够完善，80版的50元发行的

时间较短，物以稀为贵，所以

价格相对较高。” 湖南省钱币

协会副秘书长唐武云说，“市

面上还在流通的80版50元全

新的很少， 若有一点污点，价

值就会大打折扣。”

风传退市，价格上涨

自1997年4月1日中国人

民银行宣布第四套人民币正式

停止发行至今， 第四套人民币

的回收已走过了13个年头，目

前央行没有明确发布公告宣布

禁止流通该币。

“但根据以往惯例，倘若新

版和旧版人民币混合流通时间

达到8年以上， 流通市场中的

旧版币就将被新版币完全替

换。也就是说，第四套人民币

退出流通市场已经进入倒计

时。” 做了15年钱币收藏的殷

正清说，“一旦退出流通，钱币

一定会增值。”

长沙藏金阁的相关人员介

绍， 整套的第四套人民币价格

已经由原来的240多元涨到了

280多元。“临近春节， 很多单

位、私人都买了当礼品，我们的

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不少。”该

工作人员说。

此外，在涂志看来，第四套

人民币之所以涨幅较大，还因

为收藏群体的日益增加，对于

新人来说，前几套人民币的投

资成本太大， 一般人承担不

起，于是只有从价格相对较低

的第四套入手。

升值空间大，也要规避风险

很多收藏专家表示， 从近几年

前三套人民币的市场走势来看，投

资者预期的大方向是对的。例如1972

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平板水印

的5角钞票4年前涨到了80元，到2008

年底时涨到了500元左右。

“然而，并非所有的品种都能一

起增值。”唐武云说。

“第四套人民币只有完全退出流

通领域，其收藏价值才能凸显，其价

格才会发生质的变化。” 涂志说，“此

外，第四套人民币现在仍属于流通货

币，按照相关法律，私下炒卖流通中

的人民币是非法行为，所以收藏者要

注意收藏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风传退市，第四套人民币身价暴涨

80版50元人民币现值超千元

观点

痛风是一种古老的疾

病，也是世界性疾病，生活水

平越高的国家，发病率越高。

在我国， 痛风正随着人们的

生活水平提高发病率也逐年

升高， 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

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

痛风发病率与年龄、性

别、职业、饮食结构有直接关

系。在我国，痛风主要侵害生

活富足、运动量小、应酬多、

喜好喝酒、 吃肉等高嘌呤食

物的中老年人。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造

成的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

周围及皮下组织、 骨骼及尿

路引发的病变。 间歇性反复

发作，以足拇趾关节踝关节多见，发作时红、肿、

热、痛，浑身像万条虫子在啃骨头，痛得睡不着

觉，走不了路，膝盖飕飕冒凉风，比寒风都钻心

刺骨，高烧不退以夜间为重。 若不及时治疗，会

诱发关节变形或形成痛风石、 尿路结石、 肾结

石、肾衰竭、尿毒症，甚至危及生命。 痛风与风湿

不同， 庸医常把痛风当风湿治， 结果越治越严

重，甚至瘫痪残疾。

全国痛风公关组在藏医药治疗痛风精髓基

础上，研制成功的新型特效藏药“臧羚十五味乳

鹏丸”问世了！ 实验研究表明：臧羚十五味乳鹏

丸的有效成分可将长期沉积在体内各部位的痛

风结石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可溶性钠盐，通过

尿液排出体外，防止再次沉积形成结石；还可以

有效纠正嘌呤代谢紊乱，调节尿酸，平衡血尿酸

浓度，改善病灶机体微循环，从而达到康复的目

的。

臧羚十五味乳鹏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藏药》重点收载品种，国药准字专治痛风

的新药。 临床观察证实：臧羚十五味乳鹏丸适用

于各类痛风患者，不论男女老幼，病史长短，均

可治愈，服药后 3-7 天显效，2-3 个疗程临床治

愈，5-6 个疗程还你健康生活（2 盒为一个疗

程）。

读者可登陆:www.fogezy-tfa.com查阅。 或

拨打 0731-85516127咨询。

痛风 吃出来的富贵病

肿胀并发炎的关节

大 量的尿酸 沉

积，也称结节瘤

尿酸结晶体

“足痛风”

公 告

收

家电柜

具器子87143469

遗失声明

长沙仰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7452301，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湘潭中支公司

今 遗 失 吉 祥 三 宝 A 款

06200004707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中心支公司遗失吉祥三保 A

款肆拾壹份，流水号：06200000000

04658 －4659、0620000000004661、

0620000000004663－4700，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敏洋遗失工商芙蓉分局 2006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010230195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定， 我公司予以解

散， 请各位债权人于 2010 年 3

月 12日前与李振江联系。

电话：13723869288

望城县景瑞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孙沭，身份证号 430121197708025916

于 2008 年 6 月购买山语城 29 栋

1003室后办理了退房手续。 因搬迁

不慎将《长沙市物业维修资金缴款

凭证》编号（2008）NO00144255 第一

联和第三联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

公司遗失机动车销售发票三

份 九 联 ， 发 票 代 码 ：

143000921160， 发票号码分

别 为 ：00653645、00653646、

00653647，声明作废

蔡耿 430903199204125438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磊遗失宁乡县新城大市场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宁〈2〉，国用

【2009】第 1418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文 430102197908255514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侯翔 432501198808247017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奕韬遗失户口内页，出生日期

1994年 6月 28日，声明作废

声 明

车主、卢德意湘 A28120 松花江面

包车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转让

未过户， 请现车主自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 13297498256 号的原车

主办理过户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刘海文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21083198906265918，声明作废

郭成达 532725198211282798 第

一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凌卫遗失长沙市雨花区赤岗南路 2 号 4

栋 12楼 5号的 2人户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034594512、034594527-03459

4529、034594571-034594572、

046668948-046668949、04677

5820、046777438、046778006、

046778022、046778027、

046778028、069040300、

069040501、069040506、

069040507、069040514-

069040519遗失，声明作废。

宁乡县天台硅矿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012400000941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日新 430102196911274690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永安火炬：83205388

湖南交技驾培中心

国有公办一级驾校， 省 A 级驾

校， 保护消费者权益示范单位。

随到随学， 日夜培训。 侯家塘

85505017，中南汽车市场 84017438

您身边的驾校，VIP 全新捷达教学服务。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西坪 86565979（投诉）

82510866

82510855

红星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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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学生、下岗、失业、退

伍证（一年之内）报名特价：2980元

红旗区 85360001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驾 校

搬家 回收

诚聘司机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公司规模大 诚信

专业搬家 移空调

84478678

84782616

一定发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长发

8228�5945

福旺

优

价

搬

家

84433722

大润发

搬家行业信得过单位

84720157

价格优惠 服务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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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热线：0731-841901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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