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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故事

理财

理财风向标

部分银行
上调存款利率

为了吸引资金，广州、
成都部分银行近期上调了
存款利率，同时，理财产品
的预期收益率近期持续上
调。理财分析师表示，这与
市场资金收紧、银行间同业
拆借利率及国债逆回购利
率上升有关。融 360 理财
分析师认为，受资金面偏紧
及资金价格上升的影响，今年
二季度，预计银行存款利率会
有稍微上行，但幅度不会很
大。（摘编自《广州日报》）

近日，中国邮政发行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纪念邮票一套 1
枚，面值 1.2 元。（摘编自

《北京晚报》）

■图片新闻

“一带一路”
纪念邮票发行

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暑
期也不远了，不少老年朋友会
跟儿孙一起出国游。除了吃喝
玩乐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
何换外币。近日，有网友建议，
人民币与外币兑换，可以先把
钱换成美元，再把美元兑换成
相应币种，这样更划算。真是
这样吗？

汇率实时变化，没必然规律

银行外汇专家表示，外币
结汇先兑换美元不一定总是合
算的，“上述说法的产生是因为
美元兑欧元汇率持续下跌，等
于100欧元可以兑换更多的美
元，而人民币兑美元及人民币
兑欧元的波动不大。”想要省
钱，去银行兑换前可以在家里
先算一下。

需注意的是，目前，银行
只有主流货币才能与美元直接

兑换，包括英镑、欧元、日元、港
币、加元、澳元以及瑞士法郎共
七种，大家旅游用得多的泰铢、
菲律宾比索、新西兰元等就只
能直接用人民币兑换。

兑换外币掌握四个技巧

兑换外币看似简单，实际
上也有一定技巧。

了解汇率的标价：我国采
取直接标价法。外汇汇率的升
降和本国货币的价值变化成反
比：本国货币升值，汇率下降；
本国货币贬值，汇率上升。

出境带外币现钞原则上
不得超 1 万美元：出境人员携
带外币现钞出境在等值 5000
美元（含）以下的，可直接携带
出境；在等值5000美元以上至
1 万美元（含）的，则需向外汇
指定银行申领《携带外汇出境
许可证》。

兑换外币“货比三家”能
省钱：市民可提早关注汇率，在
汇率比较合适的时候适当分批
买入，避免出行前匆忙购汇。
由于外汇牌价是实时变动的，
因此兑换外币前可“货比三
家”。目前，大部分银行都推出
针对境外消费的全币种信用
卡，市民只要在回国后根据信
用卡消费金额购汇还款即可，
而无需携带大量外币现钞。

可通过电子渠道办理结
售汇业务：除银行柜台，还可通
过网上银行、自助终端、电话银
行等渠道办理个人结售汇业
务。首次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
时，需前往银行柜台申请办理，
以后即可通过电子渠道办理。

冷门外币兑换前记得预约

南京一银行客户经理提
醒，记住以下五点能省不少事：

1.记得带身份证。
2.每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

的兑换额度。根据规定，年度
个人购汇便利额度为5万美元
总额，每日取现上限为 1 万美
元。当日提现超过 1 万美元，
需提供证明，去外管局申报。

3.冷门外币记得预约。迪
拜的迪拉姆、菲律宾的比索、俄
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瑞士法
郎、丹麦克朗，这些国家虽是旅
游热门地，但货币冷门，无论兑
换金额大小，最好都提前预约。

4.兑换外币找正规途径。
市民往往不知道如何鉴别外币
的真假，再加上有些黄牛会选
择性地误导报价，很容易被骗。

5.硬币及破损面积超过1
平方厘米的外币，银行不回收。
如果坚持要换，银行会采取托收
的方式处理并会收取费用。（摘
编自《现代快报》《江门日报》）

■258理财小课堂

外币兑换货比三家更省钱

近日，“端砚文化节”活动
在深圳南山区述古堂美术馆举
行，展出近两百件精品。近年
来，身为“四大名砚”之首的端
砚渐成拍场新兴热点，价格不
断走高。2007年西泠首推“历
代名砚专场”，清代伊秉绶铭大
西洞端砚以96.8万元成为“标
王”。2012 年嘉德春拍中，纪
晓岚铭紫云砚拍出了586.5万
元的不菲高价。

端砚收藏有几大特点。
首先，从年代上，明清端砚最受
推崇，明清两代的雕工精细，纹

样繁多，文化气息浓厚。其二，
老坑最难得，端砚坑口繁多，但
砚界最为推崇的为老坑、麻子、
坑仔三大名坑，在清代晚期老
坑已被挖空。其三，端砚讲究
石品，著名的有天青、鱼脑冻、

青花、蕉叶白、石眼。其四，砚
贵有铭，身价倍增。清代文人
参与制砚、刻铭成为一种风尚。

目前市场上端砚造假有：
1.以次充好，冒充老坑。2.旧
砚新铭，冒充名砚。3.以墨染
色，冒充端砚。造假者将普通
的其他杂石用墨和胶染色，一
洗马上掉色，原形毕露。4.克
隆砚谱，冒充“谱砚”。如依照

《西清砚谱》仿造的所谓乾隆御
砚。总之，端砚造假花样繁多，
收藏者谨防上当。（摘编自《深
圳特区报》《三晋都市报》）

首都博物馆藏北宋米芾
铭文箕形端砚。

端砚谨防赝品■理财提醒

不记名购物卡
有效期至少三年

江苏南京的姚先生在
某购物中心购买了27张购
物卡，可第二天就全都被盗
了。他赶紧联系商家将购
物卡冻结。购物卡分不记名
卡和记名卡。办卡时，应先询
问是否为记名卡。一旦丢失，要
和商家联系，如商家同意在
原购物卡失效（一般不记名
卡有效期最低为3年）后补
办，不要遗忘补办事宜。（摘
编自《金陵晚报》）

尽管知道股票赚钱很难，
也曾下决心不再买了，可眼见
亲戚朋友们新股一中就收获几
万元，股票一买就闭着眼睛赚
钱，终于禁不住诱惑，逃离股海
一年多的我，又偷偷溜进了股
市。等我重新下载软件看起K
线图后，我的生活里又上演了
一幕又一幕的“激情戏”。

这次入市，我还是比较谨
慎的，先试着买进高手朋友推
荐的两个股票各一千股。意想

不到的是两个股票都涨了，其
中一个当天涨停，接着连续涨
了 3 天，我看到有了 30%的账
面利润，赶紧把所有钱都投入
到了另一个还没大涨的股票
上。可偏偏押错了宝，那个股
票一天天温水煮青蛙似的下
跌，为此，我懊恼不已。

虽然“股市有风险，入市须
谨慎”这话每个股民都耳熟能
详，可更多的人却选择“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如今股票

是套住了，再说后悔也晚了。
那天有朋友说，退休了没

事干无聊，我说你要是觉得生
活不够精彩，你就去买股票吧，
买了股票你就会真真切切体会
到什么叫心惊肉跳，什么叫欣
喜若狂，什么叫后悔莫及。朋
友问我，做股票真这么刺激好
玩吗？我说，股市绝对刺激，但
股票一点不好玩，因为最终都
是股票“玩”了我，这次也不例
外。（文/吴春妮）

我又被股票玩了

三 天 一 次 ，男 人 更 自 信
健 康 之 泉 --- 玛 洛 玛 丘
原装进口“玛洛玛丘玛洛玛丘”自从在中

国销售以来，激发起男性朋友们的巨
大热情，有南美洲天然植物为原料，
针对亚洲人体质调配，配方独特。

激发潜能，自立自强
三天只需服一次，加速男性局

部微循环，清
腺排毒，从而
激 发 男 性 活
力，再现男人
雄 风 。 营 养

补充，让细胞饱起来，平衡内分泌，
让细胞动起来，健康之泉-玛洛玛玛洛玛
丘丘回归年轻人的活力，值得信赖。

温馨提示
玛洛玛丘玛洛玛丘原瓶原装进口，纯植

物无添加，不脸红，不眼胀，无心跳
加速等副作用，促进男性器官二次
发育，适合男性需求、阳痿，早泄，
前列腺炎患者服用。

健康热线：400-766-7998
大连秘奥资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进口编号20099090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免 物 流 费 ， 免 邮 递 费 ， 免 一 切 费 用

活动最后3 天 来电申领
冬病夏治老咳喘 给您送到家

日咳夜喘，胸闷气短，年复一年，长
期咳、痰、喘，咳的你有气无力，喘的
你 浑 身 没 劲 ，堵 的 你 手 脚 软 绵 ，影 响
自身健康，更让儿女操心，怎么办？

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老咳喘不容忽视老咳喘不容忽视：：一到
春夏天气转暖，老咳喘患者发病变少，
发作间隔也变长，咳喘肺病进入休眠
时期。所以，春夏季节正是以强克弱春夏季节正是以强克弱，，
一举歼灭老慢支、哮喘、慢阻肺、肺气
肿、肺心病、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
病的最佳时机！

急能治其标急能治其标，，缓能去其本缓能去其本：：春夏这个
治疗咳喘老肺病的"良机"，厂家特地筹集

多地名医资源，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呼吸系
统及肺部疾病，特制"老肺病咳喘礼包"，
发放给需要的客户，将健康与爱心送给老
年朋友。

申领条件申领条件：：必须是真正有需求，为了
改善身体状况的中老年人；家庭贫困的老
年客户可优先领取，每位老人仅限领取一
份；成本限制，仅发放 300份，最后 3天送
完即止。老慢支老慢支、、肺气肿肺气肿、、哮喘哮喘、、肺心病老肺心病老
年患者年患者，，领领""老肺病咳喘礼包老肺病咳喘礼包""

申领电话： 400-8118-583
国药准字Z20026251青药广审（文）2015110163 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请按照药品说明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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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钞拼接成
“变造币”

近日，福建厦门的纪女
士收到一张百元假钞，假钞
有一部分是用真钞拼接而
成，甚至连验钞机都能瞒
住。这样的假钞叫“变造
币”，验钞机认错是因为其
真钞部分较多，验钞机可能
未及时更新，或验钞时只扫
描到真钞部位。识别“变造
币”注意观察其左右两边的
编号，若不同，肯定是假
币。（摘编自《厦门日报》）

调控继续收紧
楼市拐点隐现

随着 3 月以来调控密
集加码，楼市利空消息不
断，“唱跌”氛围日益浓厚。
一季度数据显示，一、二线
热点城市楼市降温现象已
开始出现。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6年的“930”新政开
始，全国已有超过 55 个城
市发布了各种相关房地产
调控政策 160余次。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
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城市
加入到信贷和购买资格收
紧的行列中。有业内人士
指出，判断房价是否“真
跌”，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如
中介关店潮、首套房按揭贷
款现基准利率、房贷放款周
期超过两个月、收房纠纷频
繁出现等。“从当前市场来
看 ，一 些 现 象 已 开 始 出
现。”（摘编自《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