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众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公布

（合众生存保险金累积账户的累积利率由合众人寿确

定并定期公布。详情请咨询您身边的合众服务人员。）

选择合众优质产品，享受幸福美满生活！

公布日期：2013.02.01

产品名称

合众优年养老定投两全保险（分红型）

合众稳赢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合众财富年年年金保险（分红型）（A）款

合众养老定投年金保险（分红型）

合众聚富定投两全保险（分红型）

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年利率)

4.00%

4.00%

4.00%

4.00%

4.00%

光大永明投资连结保险

投 资 单 位 价 格 公 告

本次评估日期：2013年 2月 7 日至 2013年 2月 20日

卖出价

1.7295

1.8652

2.7702

0.9370

1.1386

买入价

1.7659

1.9126

2.8536

0.9585

1.1617

卖出价

1.7313

1.8751

2.7976

0.9398

1.1389

卖出价

1.7301

1.8501

2.7769

0.9265

1.1395

买入价

1.7617

1.8702

2.7740

0.9316

1.1626

卖出价

1.7271

1.8335

2.7196

0.9133

1.1398

投资账户名称

2月 7日

稳健型投资账户

平衡型投资账户

进取型投资账户

指数型投资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买入价

1.7641

1.9025

2.8256

0.9557

1.1614

2月 8日 2月 18日

买入价

1.7647

1.8871

2.8325

0.9450

1.1623

2月 19日 2月 20日

买入价

1.7629

1.8967

2.8045

0.9301

1.1627

卖出价

1.7284

1.8595

2.7496

0.9118

1.1399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Sun Life Everbright Life Insurance Co., Ltd.

全国统一咨询热线 Hotline：95105698

www.sunlife-everbright.com

理财风尚

09

Money

2013年 /� 2月23日 /�星期六

责编：廖维 E-mail:liaow66@gmail.com

风向标

金价“跳水” 引热抢

专家建议要谨慎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哎呀， 这金价怎么又下

跌了，我到底买不买呀？ ”梁玲

的儿子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

了，作为“准婆婆”的她近期准

备给儿子和儿媳买一些结婚

用的金饰，但是农历春节过后

黄金价格大幅“跳水”让梁玲

犯了难。 梁玲决定，近期密切

关注黄金价格的走势，然后在

合适的时点分批购入自己所

需要的金饰。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采访

时也发现， 近期各大黄金品牌

销售专柜“人头攒动”，且老百

姓的购买意愿明显高于春节期

间， 部分专柜甚至出现抢购的

情况。 对于未来黄金价格走势，

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短期来

看， 黄金交易多空双方分歧依

然较大， 尽管黄金价格未来可

能反弹回升， 但长期而言继续

震荡寻底的可能性较大， 普通

投资者投资黄金尤其是实物黄

金需谨慎。

金价“跳水”引热抢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时发

现，农历春节后，各大黄金品牌

专柜的金价普降。 各大品牌的

黄金饰品价格较春节前下跌了

20

元

/

克左右。 周生生、周大福、

六福等品牌饰金价格为

411

元

/

克左右，而春节前的价格为

435

元

/

克左右。

而春节过后，随着国际金

价的大幅下跌，全国各家黄金

销售专柜纷纷下调千足金和

足金价格。 菜百和国华商场金

店几位销售人员表示，春节过

后，投资、消费黄金的老百姓

明显增多起来，金店黄金产品

的销量比日常平均水平增长

了

50%

以上。 “这两天来咨询、

购买的顾客多，但也有不少人

还在观望。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周大福

专柜看到， 其最新的千足金价

格为

404

元

/

克， 足金为

400

元

/

克，千足金工艺品（金条、金章）

为

392

元

/

克，分别比前一天下降

了

11

元

/

克。梁玲就在千足金

404

元

/

克的时候给未来儿媳妇买了

几枚黄金戒指。 她说：“我在大

年初二的时候来周大福看，千

足金还是

430

多元

/

克呢，这才几

天啊。 ”

梁玲很庆幸， 大年初二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买成。 而眼看

最近黄金价格还有走低的趋

势，梁玲心里又开始痒痒了，想

等价格低一点再买一批。 “同样

买个金镯子，现在买和节前买，

最多能省将近一千块呢。 ”商场

专柜的黄金销售人员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近期黄金价格跌

得快， 像梁玲这样的普通投资

者购买热情反而越高。 尤其是

农历春节以后， 我们分店的销

售额同比增长至少

25%

以上。

多重利空致金价下跌

金店销售人员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黄金首饰价格和国

际金价波动保持一致， 上周五

国际金价盘中跌破了

1600

美元

/

盎司， 上周末我们的足金首饰

价格从

418

元

/

克下调到了

411

元

/

克。 ”

而这些波动使得从不关心

国际时事的梁玲， 近期开始关

注国际金价的波动和走势。 而

实际上，“梁玲们” 的担忧并非

空穴来风。 分析人士指出，金价

在上周大跌之后， 本周初的反

弹仅持续了两天， 且从反弹力

度来看，上方卖压仍旧沉重。

市场人士指出， 本周二金

价再次小幅下跌，接近

6

个月低

点， 一方面因为德国数据改善

以及全球并购活动增加， 提振

市场对高风险资产的信心，资

金流入股市，令国际金价承压。

另一方面 ， 美国统计机 构

Dealogic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

宣布的美国并购交易总规模已

达到

1600

亿美元， 创下

2005

年

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显示机构

对未来股市表现持乐观态度。

经易期货黄金分析师徐勋

玉认为，春节期间，黄金大幅下

跌主要受制于欧美宏观数据。

欧洲的

GDP

数据悲惨，相比之下

美国方面的数据要好得多。 如

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 欧洲

央行的降息是可以预见的事

情， 而美联储缩减

QE

规模也是

在情理之中， 美元因而有了走

强的理由， 黄金失去原有价值

成为必然。

徐勋玉称， 黄金保值功能

正遭受美联储

QE

政策的挑战。

QE

政策限定了通胀率上限，当

通胀率触发或接近

2.5%

时，市

场将会质疑美宽松政策的决

心， 黄金便失去了抵抗通胀的

价值。

渣打银行分析师

Dan Smith

表示，期货市场和黄金

ETF

都出

现投资者抛售现象， 他认为未

来一两周至关重要， 中国买家

是否逢低买入？ 中期金价是否

具有吸引力？ 我个人认为目前

金价颇为便宜。

专家建议投资者谨慎

黄金价格下跌， 让想买

入实物黄金、 金条的投资者

们急于逢低出手。 一家股份

制商业银行的理财客户经理

表示，农历春节后，投资型金

条销量逐步增加， 因为金条

销售价格便宜了， 一些客户

前期在金价高位买进后，逢

低再补仓金条。

对此， 理财人士建议，投

资实物黄金的投资额较高，且

只有在金价上升之时才可以

获利。 一般的黄金饰品买入及

卖出价的差额较大，并不适宜

作投资。 金条及金币由于不涉

及其他成本，是实金投资的最

佳选择。 但需要注意的是，持

有实物黄金并不会产生利息

收益。 投资者在购买时仍要结

合自己的判断， 提高风险意

识，对于投资时点的判断非常

重要。 尤其是目前国际金价波

动较大，而且黄金市场的国际

化特征明显，全球政治、经济

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

间传导到黄金市场，直接反映

在国际金价上。 因此，配置黄

金投资，“梁玲们”还需要“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

徐勋玉认为， 未来黄金价

格继续震荡寻底的可能性较

大。 建议激进型保证金交易者

采取区间 （

1600

至

1670

美元

/

盎

司）操作，轻仓高抛低吸，不可

恋战； 保守型交易者以

1600

美

元

/

盎司左右买入为主， 上方空

间

1660

美元

/

盎司。

文摘

一次巨赔判决胜过千次事后抽查

□徐锋

《纽约每日新闻》近日报

道， 美国女孩萨曼莎因服用

强生公司生产的儿童布洛芬

后导致双目失明、 身上

90%

的皮肤灼伤， 其父母向强生

提出诉讼，律师称，该药品上

只有一个小小的警告， 未能

提醒消费者药物存在的潜在

副作用。近日，马塞诸塞州法

院裁定， 强生应对萨曼莎及

其父母作出

6300

万美元的巨

额赔偿， 并且预计最终获赔

可达

1.09

亿美元。 强生公司

表示正在考虑上诉。

此案的是非曲直有待

观望，但毫无疑问，当地法

院用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

夸张的判决， 昭示了法律

以及公共权力对相对弱势

的消费者权益、 对市场伦

理的无比珍视。

麦当劳咖啡烫伤案赔

300

万美元、福特车祸赔

1.25

亿美元、墨西哥湾漏油赔

200

亿美元……一连串近乎天价

的赔偿裁决先例， 让国人已

经从最初的叹为观止， 逐渐

变成审美疲劳。 “疲劳感”某

种程度来自比对形成的落

差———因为在我们这里，类

似的判例几乎闻所未闻，就

算千辛万苦告上法院， 消费

者也很难胜诉， 即使侥幸赢

了官司， 判赔金额也少得可

怜。 成熟国家在这方面的做

法，对我们而言，只是一次又

一次成为 “新闻” 甚至 “轶

闻”，就是与中国消费者形成

不了交集。

这就要论及中外在 “赔

偿” 的法律规定乃至立法理

念上的差异。 英美法系中有

一个“惩罚性赔偿”原则，顾

名思义， 它兼具填补损害、

惩罚被告和 “杀鸡骇猴”三

大功能， 而我国所处的大陆

法系则一贯强调 “补偿性”

民事责任， 强调损害填补而

不重视惩罚。 这种司法理念

导致的一个后果， 便是在单

个的维权诉讼案例中， 仅限

于“补偿损失”的司法原则。

尽管我国食品安全法也新增

了

10

倍的惩罚性赔偿， 但鲜

有成功索赔判例， 从而使得

无良企业对生态环境、 对更

多消费者的 “隐性侵权和损

害”得不到体现，更不可能因

为单个利益受损者的官司胜

诉而令企业得到罪有应得的

重罚。 其结果是变相鼓励企

业继续进行这种低成本的侵

权和损害。从害人假药，到毒

奶粉、石化污染等等，我们的

判赔金额对于肇事企业而言

往往只是“湿湿碎”，利益受

损者的索赔也往往只能成为

“沉没的声音”。

与这种司法理念上的差

距相伴而行的， 是监管的乏

力。法律上缺乏强力支持和惩

戒震慑，职能部门的监管权威

难免打折扣。 所以，当出现重

大消费者权益受损事件时，某

些地方和部门屡屡采取“拖字

诀”、“捂字诀” 乃至 “‘愚’字

诀”。我们不能说，种种事发后

立刻一哄而起的所谓全行业

停业整顿、突击检查、某某万

里行， 没有起到一点积极效

果，但整体而言，仍属应付“上

面”和舆论的权宜之计，对于

整个行业缺乏必要的系统性、

全盘性整顿，对肇事企业更缺

乏痛打板子的决心与果断。因

此， 也就只能整顿一阵风，监

管打乱仗，监管上拆东墙补西

墙，“防疫队”、“巡逻队” 沦为

“救火队”。

一个秩序井然的市场环

境不可能自发形成， 市场的

逐利性和非理性时常与秩序

和良知背道而驰。 因此，既要

有事前的规则设定、 隐患预

警， 又要在出现害群之马时

“挥泪斩马谡”，杀一儆百。 李

克强副总理曾经说过，“治乱

需用重典”。 这种重典，其实

除了要“打得痛”，也要“赔得

痛、罚得痛”，毫不留情地给

出轨者以电击， 令其不敢再

越市场良知和法律雷池半

步， 进而形成一道所有人烂

熟于心的高压线， 对潜在的

效尤者形成震慑和警示。

（摘自2月18日《广州日报》）

茶座

为什么罗斯福比不上华盛顿

□杨思卓

有一次大家争论，美国最伟大

的总统是谁？ 有人说是林肯，有人

说是华盛顿，一个学识渊博的朋友

站起来说：“你们说的都不对，美国

最伟大的总统是罗斯福。 ”在场的

人听了之后，一片大笑，没有一个

人赞同他， 他自己也很纳闷儿，为

什么大家都笑我呢？

于是，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

等着我说答案。 我说：“美国最伟大

的总统不是罗斯福， 是华盛顿，也

是林肯。 ”说完后大家表示默认，唯

独那位朋友不解，问我为什么不是

罗斯福，我给大家讲了我的理由。

历史上，美国从一个后起之秀

变成头号强国的关键转折，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个时期的总

统是罗斯福，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位蝉联四届的总统。 在他的任期

内，不仅带领美国从历史上最严重

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最终还取

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

利，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人们渐渐

地淡忘了罗斯福。 当美国人一提到

最伟大的总统的时候，那就是华盛

顿和林肯。 为什么罗斯福的业绩那

么大， 名气却远不如华盛顿和林

肯？ 因为华盛顿不仅开创了美国，

更奠定并建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度，

一直延续至今。 而林肯虽然没有建

立联邦制度，但他却废除了奴隶制

度， 保证了美国制度的健康运行，

也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的基

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林肯受到

美国人民的崇敬，在美国人的心目

中，他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华盛顿。

如果讲业绩，罗斯福最大，如果

讲贡献，华盛顿、林肯胜过罗斯福，

因为他们保证了美国这种体制的强

盛。即便将来没有罗斯福，美国还是

要变成强国的，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他就已经具备了这个实力，

只不过罗斯福利用了这个机会。 所

以， 创造业绩的人远没有创造制度

的人重要，只有制度之树常青，才有

业绩之果，吃果不忘栽树人嘛。

不仅是美国， 中国也是如此。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开疆拓

土、建国称帝的人不计其数。 但是，

可能你不知道李世民是谁，赵匡胤

是谁，但却没有人不知道秦始皇。

战国时期，秦国远落后于山东

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

到了春秋时期，秦孝公即位，为了

增强秦国实力， 决心图强改革，便

下令招贤，变法图强。 于是商鞅从

魏国来到秦国， 并且得到重用，进

行变法改革。 废井田、重农桑、奖军

工、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

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相继实施。

商鞅变法后，秦国经济得到发

展，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

象，军队战斗力也不断加强。 富国

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

的封建国家， 从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秦始皇灭了六国，完成统一

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

的强大国家———秦朝。 虽然后来秦

国灭亡了， 但制度却延续下来，中

国两千年的皇权时代，在政治制度

上基本上沿袭秦朝的制度。 比起六

国来，秦国是栽了一棵大大的制度

之树。

因此，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的一

定与制度关系很大。 国家的基业传

承如此，企业传承也一样。 一个组

织的健康与成长，不能依靠一两个

英雄式的人物，而是依靠一个伟大

的制度来保证这个组织的健康发

展，能够传承的是制度而不是人。

企业也是这样，制度维持并规

范着企业的正常行为秩序，这是一

种重要的手段和必要措施。 没有制

度，生活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没有

制度，企业也会混乱不堪。 尤其是

具有英雄式领导的企业，如果企业

的竞争力仅仅维系在一两个领导

者身上，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完

全依赖于领导者个人，这种发展是

难以持久的。

一个优秀的企业要想实现永

续发展，就要使企业永久的拥有优

秀的领导者，这就要靠制度。 把优

秀领导者的素质制度化，变成企业

的素质。 因此，英雄式领导创造了

巨大的业绩，他决定着一个企业能

否强盛， 制度创造了无数个英雄，

他决定着一个企业能否长盛。 正所

谓业绩决定强盛，制度决定长盛。

收藏

“袁大头”价格看涨

真伪辨别有绝招

□本报记者 张泰欣

一提到银元收藏， 不能不提

“袁大头”。所谓的“袁大头”是指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解决军费

和提高个人政治地位而发行的银

元货币，因这些银元铸有他的侧身

图像而得名。虽然在如今的古玩市

场上，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袁大

头”， 同时在很多家庭里也藏着一

定数量的“袁大头”，但是其中的真

伪和价值却莫衷一是。 专家认为，

未来银元的收藏依然有较大的价

值，除了“袁大头”，大清银元、宣统

银元等清末的一些银元未来价格

继续看涨。

袁大头价格依然坚挺

虽然经历了两年前白银价格

的剧烈波动，但是近来银元市场的

价格持续平稳，据北京市报国寺文

化市场相关人士介绍，目前“袁大

头”三年、十年的价格在

680

元

-700

元之间，“袁大头”八年价格为

1100

元左右，“袁小头” 价格在

560

元

-

580

元之间， 较

2012

年上半年价格

略有上浮。 虽然，目前银元市场的

走势比较平稳，但是一些细分币种

也出现了上涨的势头，尤其是“袁

大头”中比较稀世的品种。

有关资料显示，“袁大头”当时

的发行量为上亿枚。 同时由于铸地

多、铸量大，“袁大头”也因此出现了

众多版别。首先，按铸造年代可以分

为民国三年、民国五年、民国八年、

民国九年和民国十年等版别。其中，

民国五年版铸造量较少， 其市场价

格较高。 另外民国八年版由英国

伯翰造币厂所制钢模铸造，品相

精美，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其次，按面值来看，主要分

为壹圆、半圆

(

俗称五角、中元

)

、

贰角和壹角。 其中，面值壹圆的

“袁大头”几乎每一个年代的都

有，面值半圆只有民国三年版，

面值贰角和壹角的“袁大头”有

民国三年版和民国五年版两种

版本。 而且半圆、贰角和壹角背

面面值上方分别有 “每二枚当

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

十枚当一圆”的字样。

最后， 按铸造工艺及齿边纹

饰来看，“袁大头” 又可分为鹰洋

齿边版、丁字齿边版

(T

字边版

)

、

英文签字版、“甘肃”铭文版等。另

外， 按铸造地还可分为天津造币

总厂、武昌、广州、南京、甘肃、四

川等地铸造版。

钱币收藏家章新介绍， 虽然

“袁大头” 是银元收藏中最普通的

一种，其存世量相对较大，但要收

集完整成套的“袁大头”也并非易

事。如面值壹圆的普通版“袁大头”

2005

年的价格在

60

元上下，到

2006

年就涨到

120

元左右， 而现在少于

200

元根本就不可能买到； 面值五

角的“袁大头”也由

2005

年的

300

元

左右涨到了现在的

500

元。 而那些

特殊版别的市场价格就更高了，如

甘肃省铸造发行的标有 “甘肃”字

样的 “袁大头” 目前的成交价在

3500

元左右；鹰洋边、

T

字边、光边

边齿的银元现在每枚均突破了万

元大关。最珍贵和罕见的是民国三

年的签字版壹圆

(

袁世凯像右侧刻

有意大利雕刻专家鲁尔治·乔治的

拉丁签名“

L

·

GioRGi

”），更是近代

银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估计目前

的价格在几十万元。

把好质量关 多招辨真伪

报国寺文化市场相关人士介

绍，作为普通收藏投资者，要想在

收藏“袁大头”时达到投资增值的

目的，除注意银元的品相外，一个

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把好质量关，把

赝品、仿品拒之门外。 因此在收藏

投资过程中，掌握一些最基本的鉴

别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这位人士介绍，虽然鉴别“袁

大头”的方法很多，但作为普通收

藏者一般可从银元的重量、成色、

声音、包浆、图案等加以鉴别。 一

般来讲，虽然“袁大头”版别不同，

但只要真币都是一样的， 面值壹

圆、半圆、贰角和壹角的“袁大头”

标准重量分别为

26.6

克、

13.3

克、

5.3

克和

2.6

克，其中含银量成色分

别 为

90.4%

、

84.5%

、

80.4%

和

82.5%

。 真币的颜色润泽柔白、音

色柔长、文图精确、包浆自然。 伪

币一般不足重， 若重则是加大或

加厚，其色灰音尖，即便是现在那

些伪造者借用电脑制版， 制出来

的伪币的颜色、文字、图案几可乱

真， 但由于均是采用合金材质冒

充银，其发音尖长，见过真品的收

藏者一听便可知晓。

对于首次收藏的爱好者而

言，除了根据以上的方法外，最好

还是多向行内人士多请教， 多去

文化市场进行比较， 这样才能避

免上当， 给自己的投资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时尚宝盒

John Lobb

手工定制鞋之王

□一休

关于

John Lobb

，有一个经典的

故事。

1925

年一个美国人将自己的

John Lobb

皮鞋送回店里修理，可是

因为战争原因，直到二战结束后他

才抱着侥幸的心理回到巴黎，想看

看那双经过战乱的

John Lobb

是否

还在。 故事的结局是店里依然为他

保存着那双皮鞋，而且抱着一贯的

慢工出细活的态度，要求他三周之

后再来取。 和等待

20

年的时间相

比，

3

周的确不算长，因为这是一双

值得让人等待的

John Lobb

。

1863

年，品牌创办人

John Lobb

被英国韦尔斯亲王爱德华从全伦

敦

3

万

8

千名制鞋工匠中钦点为御

用制鞋匠。

1866

年，

John Lobb

在英国伦敦

创立第一家店，

1902

年进军巴黎开

设第一家分店， 从此

John Lobb

在世

界各地成为经典绅士男鞋的代名词。

John Lobb

这个英国味道很浓

的品牌，至今没有过时，主要取决于

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完美的舒适

感、耐用度，以及精益求精的细节。

John Lobb

坚持以纯手工量脚

制鞋的方式服务顾客， 从量脚、制

脚模、第一次试穿到收到完整精致

的鞋品通常需要九个月的时间。

整个制作过程中， 皆采用顶级

的自然材质，包括全粒面牛皮和罕见

珍异皮革。与一般皮鞋所用的皮质相

比， 所有

John Lobb

制作的鞋都用牛

皮最表层的

0.6mm

，而一般皮鞋则用

5-8mm

的皮，最表层的皮因为纹理有

序，透气而且柔软。 一般皮鞋制作一

双鞋时会用到整面皮革的

80%-

90%

，但

John Lobb

只用

40%-50%

，用

近牛臀部的皮造鞋。除一针一线缝制

皮鞋外，鞋的表面没有加入其它任何

物料，这样可以让皮革呼吸，穿起来

才能既透气又舒适， 这才是真正的

Made to Measure

（量身定制）。

除此之外，

John Lobb

的皮鞋还

看重三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即鞋

头、鞋侧以及鞋后跟，丝微的差距

都会影响皮鞋的舒适度， 这正是

John Lobb

皮鞋的真正价值所在。

时至今日，

John Lobb

的鞋子，

不管是在法国巴黎定制的鞋，还是

在英国北安普敦生产的男士成鞋，

都是经过

190

道步骤以及

300

项工

法完成的精密制作。

1976

年，

Hermes

集团将同样重

视工艺技术与文化历史传承的

John

Lobb

纳入旗下，也将这份从伦敦发

迹的传奇推广到全世界。

John

Lobb

的

Paul-Dauphin

先生说： “我

们和

Hermes

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

手工，爱马仕是有名的讲究品质和

手工的品牌，我们也是如此，非常

重视技术和品质的传承。 以前在爱

马仕的店里可以买到

John Lobb

的

鞋子，但是从

1995

年开始我们主要

在自己的店面经营，很多客人很喜

欢我们店里的设计风格。 ”

一双好鞋子，是值得拥有它的

人耐心等待的，因为值得等待的才

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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