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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数字化时代以后! 投资似乎也已经数字化
了" 数字化投资需要纪律!情感在利润和风险面前是
渺小的!如果你对筹码倾注情感!那么风险就降低了"

金银币本质上是一种收藏品!它的投资属性是附
生的#$$是因为供求不断变化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将
金银币只看作投资的筹码!那么这些数字化的筹码始
终是流动的!流动的筹码意味着价格的不稳定!那为
什么还要留恋在金银币中呢&

如果仅仅是博弈资金的利润!那么股票'期货它们都
比金银币波动大'流动性好( 为什么收藏金银币& 在中国
现代贵金属币发行

!"

年之时!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

收藏首先是一种美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由于这种
美好的事物是稀缺的'它不断被后来者追求!由于供
求失衡所以它将不断增值% 对于金银币而言!它确实
具备上述属性!只不过过分地追求物化的利润!这种
精神上的享受被忽略了%

记得有人形容瓷器是火与土的艺术!)秋毛冬骨!

夏阴春英*! 一代又一代的瓷器艺人把他们的心血结

晶在制作工艺'画工'釉色等诸多方面!留给我们丰厚
文化遗产% 宋瓷优美高雅'清丽潇洒!是不饰粉黛!洗
去铅华的自然之美+明清御窑!其彩瓷!虽浓妆艳抹而
不失庄重+其青花!虽色调清朗而不失富丽%这种工业
化的文明难道不能对金银币有一种启发吗& 所以说,

金银币是贵金属的艺术! 它体现了设计创作的美'压
印力量的美'雕刻刀法的美'彩印色彩的美%

一块贵金属本来就来之不易!古往今来黄金白银
一直吸引着皇宫贵族或者贩夫走卒!而方寸之间的金
银纪念币又溶入了太多的造币技术和工艺!这确实是
艺术的再创作过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共采用了
#$

种工艺
技术!不仅喷砂'镜面等传统工艺得到普遍运用!而且
镶嵌'彩色'隐形雕刻'激光全息'双金属'仿古以及斜
齿'油墨防伪等新技术'新工艺均有开发和应用%而在
图案的设计上显示了对传统艺术美的继承和对现代
艺术美的追求!这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此创造出
了一大批贵金属纪念币精品%

彩色币'本色币这是工艺上的不同!金币'银币这
是材质上的不同!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更注重的
是精美度%彩瓷'青花颜色各不相同!只要是精品价值
都不菲+一位艺术大师在宣纸和画布上的作品一样受
人追捧% 所以精美的金银币都是值得投资的!正如前
述,精美的金银币是稀缺的'它将不断被后来者追求!

由于供求失衡所以它将不断增值%

笔者从中国金币海南国泉金币文化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了解到部分金银币中的精品%

据该负责人介绍!设计之美,)庆祝北京申奥成功
纪念*银币% 该银币正面图案为国名!年号!彩色申奥
标志!镀金)

%

*字和群众体操造型%背面图案为天坛祈
年殿及敞开的宫门!)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纪念*中文字
样及面额% 这枚银币制作精美!将彩色和局部镀金同
时结合在一枚币面上! 更可贵的是设计理念较为超
前!它突破了以往注重写实的框框!用局部镀金的)

%

*

表达了申奥成功!用连续的太极图案反映了广泛的群
众运动% 最有艺术震撼力的是打开的宫门和天坛!多

层次喷砂工艺增加了层次感和纵深感!寓意着古老的
中国向世界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

新北京' 新奥
运(

印刷之美,-西游记.之
"

盎司彩色金币)大闹天
宫*"它已经超越了一般传统意义中)钱币*的含义!这
是一枚发行量只有

"'(

枚的艺术品" 造币厂将卡通艺
术与造币技术相结合!把红'黄'蓝'黑等四色油墨利
用特制印版移印到黄金表面!移印画面的色彩与黄金
的本色是那么的和谐!仿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幅
卡通画"这是传统的硬币制造工艺同制版印刷工艺相
结合的产物!我们可以想象!造币厂技术人员将经过
分解的颜色!一色一色地叠印在产品上!用反射光来
复现图像的色彩和层次!采用转移印刷的方式进行生
产" 它涉及到光学和印刷领域中的电脑分色'照相制
版等很多内容" 细微之处见真章!币面上孙悟空挥舞
金箍棒展现了动态的美'琵琶上面根根弦丝显示了精
制的美!拿在手中把玩!赞叹工业文明的神奇"

雕刻之美,)石窟系列*" 千百年来!石窟本来就是

一代又一代艺人施展雕刻才华的天地!并且往往代表
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峰!贵金属上面的雕刻艺术再现了
石窟艺术的瑰宝神韵! 是对原先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这两枚币有两处源自盛唐! 体现了盛唐的自信和开
明" 仔细研究金币!正面庄严肃穆!背面轻盈修美!实
为现代金银币中的精品"

压印之美,部分)

#)*

银币*!包括生肖马'羊'猴
等" 造币压印工艺是指钱币的压印方法" 流通币是连
续压印的!每分钟达

"((+&$((

枚!金银币采用单枚压
印的方法! 每枚产品在压印时有时要重复

!&&,

次!

而
#)*

银币有时甚至要重复
#(

多次" 手握这一枚沉
甸甸的银币!可知它经过多少次完美的撞击&

金银币收藏什么& 收藏美( 金银币投资什么& 投
资附生在贵金属之上的艺术价值!当贵金属被制作成
金币时!它已经不是一块普通的金块'银块了!它凝聚
了造币流水线众多艺术家'工艺师的智慧和劳动$$$

就如同泥土经过烧制成了精美的瓷器" 随着时光的流
逝!金银币的艺术价值终将被社会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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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一

年最高涨七倍

今年来涨幅!

-!.'+()

三季报每股收益!

+'*-.

元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 苏常柴
-

今年的走势可谓

令人惊叹 # 进入
!((.

年以来最高翻了
/

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牛股%&

主要原因在于业绩的改善&让投资者关

注的是# 该公司业绩的可调节性非常强#前

三季度主业盈利仅
!(((

多万元# 而投资收

益却达到
#0/

亿元以上&

除了业绩外 # 公司仍持有福田汽车

,1.23

的股权#约
2#/412

万股#持有宁沪高

速
.1("

万股& 此外# 公司还持有江苏银行

,4((

万股& 这两部分股权使未来两年公司

业绩都可得到保证&

!%&' :;<=(,"")-*+9

资产置

换造就
-

倍神话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资产置换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 海通集团今年来一飞冲天

的强势表现#主要是凭借资产置换&

.

月#海

通集团公告了 '关于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预案(& 通过资产置换和

定向增发# 公司将从食品加工和进出口企

业转变为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商&

据悉#置入的亿晶光电是第八大生产商#

!(($

)

!((4

年销售收入从
#1$"

亿元增长到

!/1!2

亿元#复合增长率
,($3

#净利润从
$/42

万元增长到
!1/.

亿元#复合增长率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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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转

身股价逆势上涨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更换主业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今年来#该公司股价上涨可以

分两部分&年初到
"

月底#公司进行重组和资

产置换# 从主营房地产开发和工程建筑的公

司# 变身为以铜矿资源开采为主的有色金属

股#正好契合了当时市场炒作的热点&第二波

上涨# 主要是受到了中报
#(

转
2

的刺激#受

到资金热捧#高送转带来了填权行情&

看看历史# 可以发现西部资源
!((4

年年

报
#(

转
25

可谓是
-

股最慷慨的公司之一#今年

年中推出大比例送转方案后#连续逆势上涨&

!%&' "ABC(""").#+9

资产重

组传闻刺激股价飙升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资产重组传闻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股价受传闻的影响之大#可

以从银河动力今年的表现上看得淋漓尽

致& 年初开始#银河动力要进行资产重组就

甚嚣尘上& 在传闻刺激下#股票遭遇疯狂炒

作#股价从年初的
!0".

元一路拉升到
#.0'$

元#振幅达到
$,"0.#3

&

随后#公司承诺三个月$不重组期%&

.

月

#4

日#承诺期刚过#公司就迫不及待宣布停牌

重组& 不过#重组方案和预期的差不多#江南

集团军工资产注入#公司摇身变为军工股&利

好出尽是利空#

!''.

年
##

月份公司重组尘

埃落定#股价也在最高点
#.0'$

元停步#变成

了震荡下向整理#到年底再没有出现大行情&

!%&' :DEF(""""*/+9

甲流股

牛气冲天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股权收购"甲流概念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从业绩角度来看#远算不上

一只好股票& 但是从炒作角度来看#却是游

资的绝佳目标& 不大的流通盘外加丰富的

题材#海王生物想不红都难&

#

月份# 海王生物公告与葛兰素史克

6*7)8

成立合资公司#合作开发人用疫苗和

相关产品& 由于甲流和医药题材火爆的支

撑#海王生物的股价上涨一直持续#另一受

资金青睐的是#海王生物的流通盘较小#容

易成为资金运作的对象&

!%&' GHIJ(,""),!+9

连拉
&&

个涨停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重组内幕交易丑闻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受重组传闻刺激#从
2

月
!(

日到
$

月
.

日#高淳陶瓷在短短
#!

个交易

日中#连续拉出
##

个涨停#从
/1"#

元到
$

月
.

日的收盘价
!,1#4

元# 累计涨幅达到

#.$1,"9

#主力的疯狂炒作#令人咋舌&

暴涨期间#高淳陶瓷获知内幕的相关人

员或直系亲属总计
#"

人买卖高淳陶瓷股

票& 尽管爆出内幕交易丑闻#但公司股价仍

然扶摇直上#连续拉升好几天才止步& 由此#

高淳陶瓷被称为$

!((.

年第一妖股%&

!%&' 1K/L (,"".0,+9

#传闻

王$无视大盘调整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重组传闻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大元股份可谓
!((.

年股市

绯闻最多的股票之一& 第一#传闻大连万达

将借壳大元上市#重大重组注入地产项目*

第二#传大元将收购金矿*第三#传大元重

组注入新能源化工项目+ 随便哪一条传闻#

都足以激发无限想象空间&

在传闻的刺激下# 大元股份荣登
!((.

年牛股前十& 该股股价一直在消息支撑下

稳步攀升#无视任何大盘调整& 股民蜂拥而

至前来掘金#成交量不断刷新#股价随之攀

升至高点&

!%&' MN/L(,""/"*+9

频繁转

换主业带来想象空间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主业转换

牛气指数!

!!!!

上榜理由!

!((.

年#天业股份的表演再

次让人眼花缭乱& 公司股价从
/

月
#

日起

到
4

月
!"

日止# 短短
#,

个交易日涨幅达

到
#220/"3

&股价拉升的背后#是资产注入&

这一次#天业股份又一次变身为黄金股#这

正好契合了今年市场热点&

在
!((4

年巨额亏损之下#今年
4

月
#.

日#公司披露重组信息#股东把远在南半球

的一块争议矿产注入上市公司# 公司变身

成为 $黄金股%&

!((.

年黄金冲破
#!((

美

元
:

盎司#天业股份也和其他黄金股一样备

受关注&

!%&' OPQR("""/,/+9#+

度直

线书写传奇

今年来涨幅!

/-+'.,)

关键词!新能源

牛气指数!

!!!

入选理由,安凯客车为近期牛股#近两

个月来股性极度活跃&从
)

线图来看#股价

从
"

元左右启动# 股价最高上摸
#"1(/

元#

涨幅近
!((3

&

!((.

年
#!

月
!#

日# 安凯客车发布公

告#披露增持江淮客车股权进展情况#目前

共持有江淮客车
"4#41"/

万股#占江淮客车

总股本的
$(1$#3

#为江淮客车的控股股东&

此消息再度刺激安凯客车当日大涨&

除此之外# 公司是国内新能源汽车的

领头羊之一# 也是推动股价持续上涨的原

因& 安凯客车年产
!(((

辆新能源客车的项

目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 该项目预计将在

!(##

年投产# 这意味着新能源客车最快在

!(##

年产生盈利贡献&

!%&' STUV(-"""!!+9

创业板

牛股代名词

今年来最大涨幅!逾
!++)

关键词!创业板

牛气指数!

!!!

当选理由 !创业板 $明星 %吉峰农机 #

!((.

年
#(

月
,(

日以
,!1!"

元开盘#

#!

月
,

日创下
.$1"(

元新高& 相对最低点的
!4

元

累计涨幅超过
!

倍&

吉峰农机已经是创业板疯狂的代名词

了#其画出的火箭直上式日
)

线图显示,

!(

个交易日#它有
#4

天收阳线#最近三个交

易日都是涨停# 从上市首日最低的
!41"(

元#到创出新高
441##

元#一个月多一点时

间涨幅竟然高达
!(.1#$3

&

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稀缺

特征#同时缺乏很好的估值参照#当前环境

下个股可能仍会维持一定的热度# 但短期

参与的风险较大&

少林寺回应上市风波!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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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利润转降为升

2 !!3456"#$%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刘铮 周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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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发行% 中钞国

鼎公司总经销的&福虎闹春$系列贵金属产

品即将在北京上市'

&!

月
!,

日(工作人员

展示&迎春纳福$金银砖) 新华社发

&

!

改
(

$新政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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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
#!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研究确定#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
"

年
6

含
"

年
8

改为超过
!

年
6

含
!

年
8

转让的#

免征营业税& 时隔一年#今年
#!

月份#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 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

免时限由
!

年恢复到
"

年& 也就是说#国家

!((.

年
#

月起对二手房转让所产生的营业

税优惠政策即将终止& *张辑+

成立
!

年产值由
-

亿元增至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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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 成本约每平方米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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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

雅居乐

清水湾突破

传统旅游地

产 开 发 模

式
0

高标准

打造 &全球

度假胜地的

中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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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