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2月11日，中南邮票交易中心所
有的工作人员， 都在忙碌地为2天后
首轮藏品申购做最后的准备。

“所有藏品现已全部放入银行金
库，市值高达近2亿元。 ”中南邮票交
易中心副总裁郭宏波对记者说。

七大藏品收藏价值高、
升值空间大

中南邮票交易中心即将首轮挂
牌上市的7支藏品，分别是“传统服装
型张”、“红楼梦型张”、“湖南民居版
票”、“澳门奥运钞”、“为中国喝彩双
连”、“三轮龙大版” 和“世博双连型
张”。

澳门邮政于2010年11月30发行
《传统民间服装》小型张，由著名画家
廖文畅设计，展示了唐装、旗袍、短衣
长裙和中山装4款民间服饰，面值10
澳门币，发行20万枚。 此次中心入库
数量为101843张。 藏品因发行量少，
消耗大，升值空间无可限量。

“红楼梦型张”在澳门发行，面值
8元，发行量50万枚。 因为题材与设
计深受大陆集邮爱好者喜爱，2014
年7月以来，“红楼梦型张” 在澳门小
型张品种中属于成交量大、成交最活
跃品种 。 此次中心入库数量为
282478张。

2010年1月21日发行的“世博双
连型张”，发行价格20元，设计新颖

独特，题材重大，此次中心入库数量
为892524张。 今年双联品种爆发，世
博双联有望借势而上。

“三轮龙大版”， 单枚票面面值
1.2元， 此次中心入库数量为54847
张。 蟠龙造型是设计者参照明清“龙
图案”，采用防伪纸张、防伪油墨、异
形齿孔和荧光喷码4重防伪方式，在
收藏界备受追捧，价格一路走高。

2002年，“为中国喝彩双连”以
中国加入WTO、 北京申奥成功、
APEC会议、国足世界杯出线为主题
发行，是至今个性化邮票系列中唯一
的双连形式邮票。发行数量2万张，此
次中心入库数量为10606张，发行面
值640分。 市场藏品奇缺，目前成交
价格达到2500元左右。

1986年4月1日发行的“湖南民
居版票”，发行面值300分每版，造型
均衡简洁，色调素净明雅，题材内容
取舍与提炼恰到好处。 近30年的藏
品消耗与收藏沉淀， 让其厚积薄发，
2014年11月之后， 市场价格迅速上
涨1倍多，截至2014年底为40元/版，
此次中心入库数量为253316版。

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 中国人
民银行澳门分行发行澳门版奥运纪
念钞，总发行量400万张，面值20元，
单钞数量281万张，此次中心入库数
量为66905枚。“澳门奥运钞”是中国
银行首次代理发行澳门币，是同一届
奥运会上发行3种货币的奥运纪念钞
之一， 在历届奥运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流入到大陆数量有限。

“这7支藏品的收藏价值、升值空
间均不可估量。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
秘书长殷敏说。

邮币电子交易受追捧
投资更有“钱”景

“从交易系统模拟上线至今1个
半月，开户人数已超1.5万人。 ”郭宏
波略显自豪地说，这比业内“大佬”南
京邮票交易中心在首轮藏品上市前
的开户人数多出几倍。

1月27日一早， 中南邮票交易中
心多功能会议厅里， 早已人头攒动。
这是首轮会员申请入市藏品进行托
管专业鉴定的第一天。

记者看到，现场的100多名会员来
自上海、宁波、大连、广州和长沙等地，
先登记，再排号，然后将藏品交由专家
鉴定。“比股票更有‘钱’景！ ”来自广州
的殷先生“玩”邮票几十年，在中南邮
票交易中心的官网上看到公告后，专
程带来了近200张“澳门奥运钞”。

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到2月9日
鉴定全部结束。“钱币邮票市场通过
数十年的发展， 已经蕴藏了巨大潜
力。 ”资深邮币卡收藏鉴定专家马鹏
程说。

他认为， 目前全国最大
的钱币邮票交易市场主要分
布在上海、北京、广州，但之
前一直停留在传统的现货交
易、集市贸易等方式上，以人
与人之间的信用交易为其突

出特点，交易方式不规范，经常发生
大户携款携物失踪的案例，给中小集
藏爱好者带来不少损失。而邮币卡电
子盘交易，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金
融产业创新投资模式。

会员中有不少同时也是国内其
他文交所的经纪会员，他们对中南邮
票交易中心尤为看好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该中心依托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强大的资源优势与平台优势，与南
京邮票交易中心强强联合，聚集了国
内一流的邮币卡专业团队。

据悉，中南邮票交易中心的首轮
申购时间为2月14日9誜30至11誜
30，13誜00至15誜00；2月15日当天
抽签并公布中签结果；2月16日，中南
邮票交易中心首轮藏品挂牌上市。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殷敏
分析， 首次申购采用纯现金申购，对
参与者是唯一一次中签率最大的机
会；其次，首次申购定价只有市场价
格的9%至50%；第三，就在中南邮票
交易中心首发申购的同日，国内其他
文交所也有申购项目，这将加大资金
分流现象，从而提升中南邮票交易中
心的中签率。综合这三大因素，投资、
收藏爱好者选择首发申购， 中签率
高，回报较大。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鑫

!"#$%&'$()*+,
-./0123 456789:;<
=>?@A>BCDEF6GHFA
>IJK(LMNL%O"P$/
01QIRS2TUVWXY Z[F
:;<=>\] _̂̀ abcd!"#$
e`fghijklm̀ fnRo
p$qrs9?@A>tuvswx
IRyzY

mAK{|}~�����
�� qm��tu��*�$�<=
>������ q��r���01
�9�����AK{|����
`����� ¡w ¢£t¤¥I
R�x¦m01§@q¨©ª6«w
¬©ª®01F 9¯°±f�]

²t³´µ
m+¶·¸¹%qwm+¶º»¼

½qw "P$,9¾¿*IR,=v
2mÀÁ01qÂuFÃÄ��¶ÅF
*IR"/TÆfQ01ÇÈÉ[Ê
:;ËAAÌÍÎÏ9¾¿ÐÑÒ
ÓwÔ&¾¿IRÕÖY×Øw"P$
,Ù*IR"/01 #%" ÚÛY Ü
RÝÝÞßw5àQrswÜRá&
2ânwãÔ&2`fQäåÇ

:;<=>\]æç̀ abcè
�éêëìíîwïewð>ñò2
`fghóijËôw sõö÷ø
aGùÙ`fghóGúûüý
þÿ!"�#$�o%Qgh&'w(
)*+,��&'`f-rw ]²
./01Qt³´Ç X23¡ùÙ
`f4567w =89u:àQ`

fghijrsw +,ùÙ`f;
<öij=>w â¾ùÙ`f;<
ö67Ì?@AijBC��Ç D
6%w E�FG`fghó��H
I�`fghóij`4JKLÇ

Äíîw =8`fghórs
M�:;<=>`fnRQ6TN
OPQRSTwUIR,-.VWX
Y@Z[\w 0IR-.]^_G
Q̀ ��aÊbw+,��&'-rw
c8{def¿Ç g�whGijw
kñlmnÜ"o�A>`fp�`
fa¿w 9nÜ*>-.qr[O
sÇ ïe0tw:;<=>E�uK
b0vwKw UIR-.9��È
�`fùxyez� {e|� <¨
}�~��w�b0�w�]�`f
]�@� ¡Ç !!"#$!

!"#$%&'()*+,
% & ' (

!"#$%&'()*+,-./
01234567

! ! " "#$%&'()*+,
-./0123456789:;
12()<34=>?@ABCD
EFGHIJ 034KLMN02O
PQRSTNUVWXYZ%&[(
)*+,-\]^_`abcde
fghijklEmnop12q)
<34rs/=>N3t3uvw@
xAyz?@8{|!#$% }~&[q
)*+,-\��� &## ���
�~/01235���s~=>1
2q)<1234w@|

&[q)*+,-\��0��
����Oq)^�Aq)L��
�|�}�~-.���������N
� ��¡¢£Z¤~¥¦§¨©A�

 ª«~¬§¨®M~�Oq)w@
¯°o±²³k�´Aµ¶<·¸|
!#''}~&[q)*+,-\I¹º
»^�¼0-½2q)~¾�¿À¡Á
Â�0 (!&)"" �ÃÄ2�ÅÆ
$&&$)*&Ç�È)qÉ¡ÊËZq12
&+&(ÇÌ¡ �ÍÎÏÐ !)%!Ç�¡Ñ
ÒÓÔ³ÕÖo2�×Ø^�È)|

XYZÙÚ¡Û·1234ÜÝ
Þßàná93¡âã9ä©Akå¡
&[q)*+,-\:Ò3t3u
æç��¡ èé1234=>w@¡
ê¶mq12æëì¼¡íî2�u
ï¡ðñG9òc2Oó2�/()
-\Aôõ|

`öbÙÚ~-\�p÷}Aø

ùNúûùv4tüýþ¡G�0e
ÿ!"v#$%�¡&�1234'
&=>|()n12q)<34?@
8{¡&[q)*+,-\*Ë+/
02OPR,I-�ÄÒ.123
4-½/s¡¼k0N12Ä³r&
12q)<34w@|

3Ä?@ghAB4¡&�56
�789òo:�Oq);<=<>

à?@;©AB¡6C<D¼oq)^
�EF/tGH¦7IN�OLJ7
IA?@EK¡ñG9Åü2LMN
<¼O¨A1234PQNíî12
4tAý×¡qR12æë<STM
N×UVØì¼|

!!"#" #$%& $'(#

经 济2015年2月12日 星期四3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彭芙蓉） 记者今日从
长沙黎托汽车站获悉， 为方便广大
旅客出行， 该车站将于12日起启动
24小时服务，并将延长发班时间，最
晚班次延至23时。

长沙黎托汽车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12日起将逐渐增加5时至9时之
间的班次。 同时，车站还配备了4座、
8座和18座的中小型车辆，为旅客提

供包车服务。
届时，位于长沙高铁南站西侧负

一楼黎托高速汽车站服务点（长沙火
车南站出站口左边20米处）和长沙市
旅游咨询集散中心服务大厅（即长沙
火车南站出站口左前方100米处），将
24小时向广大旅客开放。车站服务点
可进行咨询、售票；旅游服务大厅还
将服务进一步升级， 为旅客提供空
调、热茶、wifi、电视等服务。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易浩） 记者今日从南
航湖南分公司获悉， 随着春运客流
增加， 南航推出无陪儿童“木棉童
飞”免费服务，帮助家长记录孩子单
独乘机的特殊成长经历， 同时缓解
无成人陪伴儿童的家长对孩子单独
乘机的担忧和焦虑。

“木棉童飞”主要面向无陪儿童
及其家长。 家长在机场办理无陪儿
童乘机手续时， 只需提前来到机场
的南航柜台，在“木棉童飞”服务确
认书上签字。 南航从地面服务到空
中乘务人员会将孩子在候机室儿童
乐园、休息区、登机口、以及飞机客
舱等多个环境中的精彩瞬间记录下

来，在国内航班结束的12小时内（国
际航班在航班到达后5天内）， 工作
人员会将照片上传到指定位置存
储， 系统将向无陪儿童的家长预留
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邀约和验证
码。 家长关注“中国南方航空”微信
服务号（CS95539）后，可获取孩子的
照片信息。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针对年满
5周岁未满12周岁的单独乘机儿童，
家长可在机场南航问讯柜台申请。

据了解， 这是国内首个面向无
陪儿童的可视化记录服务产品。 截
至10日， 春运以来南航平均每日为
106位无伴儿童提供了“木棉童飞”
服务。

湖南日报2月
11日讯 （记者 张
尚 武 通 讯 员 申
福春 ）湖南新一轮
退耕还林工程正
式实施。 省林业厅
今天部署，60个县
退耕还林 10万亩
的任务要在今年
春季到位，锁定国
家投资1.5亿元。

湖南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严
格限定在 25度以
上坡耕地和重要
水源区的15-25度
坡耕地。 此次60个
县的10万亩退耕
还林，全部为25度
以上坡耕地，主要
分布在武陵山片
区、罗霄山片区及
南岭山地等重点
生态功能区。

据省林业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一轮退耕还林，

不再自上而下分解任务， 而是由农民
自愿申报，政府不搞强迫命令。 实施过
程中， 国家不再限定退耕地还生态林
和经济林的比例， 也不再禁止林粮间
作，允许农民发展林下经济，缓解因退
耕带来的眼前收入减少等问题。

新一轮退耕还林， 中央每亩补助
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退耕还林第
一年800元（含300元种苗造林费）、第
三年300元、 第五年400元。 此次全省
60个县退耕10万亩，共补助林农1.5亿
元。

退耕还林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湖南首轮退耕还林工程于2002年全面
铺开，至2013年圆满完成，国家累计下
达我省退耕还林任务2114万亩。 从全
省首轮退耕还林来看，坡地着绿装，林
农鼓腰包，生态富民效果好。

据了解，省发改、财政、林业、农业
和国土五部门共同编制了湖南省
2014-2020年退耕还林实施方案，总
规模拟定400万亩， 如获国家批准，对
农民的补助总额将达60亿元。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张尚
武 ）山东大蒜出口韩国遭退回，这起
商业合同纠纷，已导致蒜农损失上千
万元。 总部位于长沙的中国惠农网，
采取三大措施力挺蒜农，助解眼下的
这场大蒜危机。

记者今天从中国惠农网获悉，山
东蒜农集资，于去年12月组织2200吨
大蒜出口韩国，发货之前韩方质检合
格，运抵韩国又因“质量问题”被退
回，山东蒜农损失上千万元。 国家商
务部认定， 此次事件为商业合同纠
纷。

山东与湖南同为农产品大省，山
东还是中国惠农网最大的会员地。 得
知山东蒜农遭受损失，中国惠农网深

表同情，立即启动帮扶计划，采取三
项帮扶措施：一、免费提供平台支持，
积极联系蒜农，获取网店开通相关证
件及产品信息，快速帮助蒜农电商销
售；二、组织客服、采编团队对平台大
蒜买家进行求购意向收集， 筛选、核
实求购信息，向蒜农推荐买家；三、组
织买家进行统一采购。

中国惠农网对蒜农的帮扶措施，
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 最近一周，每
天都有1000多位客户网上到访，网上
订单达50多吨。 中国惠农网还派出专
门团队，对接长沙马王堆蔬菜批发市
场、红星大市场，积极与山东蒜农联
系，组织货源来长沙，帮助蒜农以理
想价格，尽快将大蒜卖出去。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
东 彭静）治疗感冒，不仅要做血液检查，还要做CT。
随着各项医保业务环节纳入法治轨道，“过度医疗”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

记者今天从省医保局获悉，2014年，我省各地医
保平台均提升了监控手段，全省检查定点协议医疗机
构320家，查处违规机构85家，处罚、拒付违规医保医
疗费用3000多万元，其中省本级检查定点医院55家，
处罚、拒付违规医保医疗费用580万元。

努力建设“法治医保”，我省各地医保平台提升监
控手段，让老百姓享受更公平的医保待遇。 如湘潭市
去年开始推行医保医疗费用专家评审制度， 仅5个月

时间， 即拒付相关违规医保医疗费用300余万元；长
沙市上线智能审核系统， 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手段，通
过提高数据整合和处理能力，实现了“审核单据全覆
盖，违规现象无死角”；岳阳市组建了医疗保险监督检
查中心，加强了监管力量；常德市成立了医保基金监
督委员会，启动了社会监督试点；张家界市探索基本
医疗保险定岗医师管理办法，引入考核机制，将医保
监管范围从医疗机构延伸到医师个人；永州、邵阳等
其他市州也加强了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协议零售药店
的现场监管、网上监管、动态监管，严格审核拒付不合
理、超标医疗费用。 这些措施有力打击了过度医疗和
骗取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春运进行时

车站服务 日夜不歇
黎托汽车站启动24小时服务

小孩乘机 全程拍摄
南航推出“木棉童飞”免费服务

邮币网上交易，“钱”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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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个感冒做CT，医保不“保”
全省去年处罚、拒付违规医保医疗费用3000多万元

关注山东大蒜遭退货事件

中国惠农网援手助蒜农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徐诗颖）今天，全国
农产品电子商务暨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经验交流会议
在长召开，总结交流农产品电子商务和农村商务信息
服务在促进农产品流通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商务部
部长助理王炳南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国目前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过3万家， 其中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已达3000家。 2013年，我国农产

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500亿元。 电子商务对农产品
流通的影响不断加深。依托远程教育网络开展的农村
商务信息服务，在促进农产品流通、缓解“卖难”、培育
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湖南将在全省农村推广电子商务应用。 力
争全省新增15个农村商贸流通县级平台，平台交易规
模突破20亿元。

2月11日， 长沙县开元东路长沙地铁3号线东四线站工地， 工人在绑扎钢筋和浇筑混凝土。 该站是全线
最先动工的车站。 地铁3号线通车后， 从河西洋湖垸到星沙只要40分钟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周月
桂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
年；不过，在湖南，腊月二十四才是小
年。 小年是整个春节的前奏，到了这
时候， 上班的人已经有些心不在焉，
加上天气也暖暖的，一副等着过年的
样子。

小年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传
说这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
要祭灶神。 灶君神像贴在锅灶旁边的
墙上，两边配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
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 小年
的前几天， 家家户户还要打扫房屋，
意为不让灶王爷把土带走，即为“扫

年”。 湖南有的地方也称小年为小孩
子过年， 这天小孩子要吃点好的，不
能打骂小朋友，总之是变着法子给春
节助兴。

湖南最近的天气也好像在给春
节助兴。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湖
南冷空气势力弱， 雨量前少后多，气
温较常年平均明显偏高。 具体预报
为，12日，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3
日至15日白天，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过程， 湘西、
湘北局部地区大雨。

只有雾霾仍然有些“扫兴”。 气象
部门说， 11日白天至12日，全省以轻
度霾天气为主，湘中以南部分地区中
度霾，12日湘西、 湘南部分地区有大
雾；13日全省轻度污染， 其中湘中局
部中度污染。 应对霾天气，请减少户
外活动时间，采取适当防护措施。

月桂聊天

暖暖的小年等过年
春节前气温偏高，雨水渐多

交易规模20亿，农村电商新“靶标”
湖南今年力争新增15个农村商贸流通县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