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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价

1.7149

1.8363

2.6945

0.8961

1.1412

买入价

1.7485

1.8605

2.7375

0.9082

1.1642

卖出价

1.7142

1.8240

2.6838

0.8904

1.1414

卖出价

1.7147

1.8212

2.6701

0.8852

1.1416

买入价

1.7461

1.8387

2.6997

0.8942

1.1645

卖出价

1.7119

1.8027

2.6468

0.8767

1.1417

投资账户名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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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2

1.8731

2.7483

0.9140

1.1640

3月 8日 3月 11日

买入价

1.7490

1.8577

2.7235

0.9029

1.1645

3月 12日 3月 13日

买入价

1.7455

1.8406

2.6738

0.8881

1.1646

卖出价

1.7113

1.8045

2.6213

0.8707

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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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十二生肖铜兽首的电影传奇

□萧蔷

新年伊始，一部火爆大片引起

文物收藏界对圆明园十二生肖铜

兽首的再次关注。这十二尊文物的

海外漂泊命运曾吸引无数国人目

光， 围绕其拍卖所发生的是是非

非，至今争议未止。

由成龙影业、华谊兄弟、英皇

电影共同出品，成龙自导自演的贺

岁动作大片《十二生肖》，从去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首日票房

4300

万元，超过《泰囧》，截至今年

1

月

20

日， 中国内地票房超过

8.5

亿

人民币，海外票房超过

9535

万人民

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地，《十二生肖》凭借国际化大制作

和成龙多年来的国际影响力，屡屡

占领周票房冠军位置，一扫近年来

华语片在国际市场上的颓势，全面

压制《霍比特人》等好莱坞大片，让

华语电影扬眉吐气。

《十二生肖》 电影无疑获得成

功，但古董藏家认为，对于漂泊海外

的圆明园铜兽首而言， 电影的火爆

反而有可能延长它们回归的历程。

兽首的前世今生

圆明园兽首铜像，又称圆明园

十二生肖铜兽首、圆明园十二生肖

人身兽首铜像。由欧洲传教士意大

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

仁设计监修，清宫廷匠师制作。

圆明园海晏堂建于

1759

年，取

意“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此建筑

群的精华为十二生肖铜像， 俗称

“水力钟”。 据传，在海晏堂外喷泉

的位置，郎世宁原本想要建造西方

特色的裸体女性雕塑，但乾隆皇帝

觉得这有悖中国风俗，下令重新设

计，后来才有此十二生肖铜像。

十二生肖像身躯为穿着袍服

造型的石雕， 头部为写实风格造

型的铜雕，高

50

厘米，用材为当时

专门为宫廷炼制的合金铜， 内含

诸多贵重金属，与北京故宫、颐和

园的铜鹤所用铜相同，颜色深沉，

内蕴精光，历经百年风雨而不锈。

由宫廷造办处工匠精工铸造，表

面以精细的錾工刻画， 动物绒毛

等细微之处皆一凿一凿锻打而

成，清晰逼真，鼻、眼、耳等重点部

位及鼻上和颈部皱褶皆表现十分

细腻，工艺考究。

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海晏堂

前扇形水池南北两岸。 南岸为子

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

北岸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

鸡、亥猪。 这些肖像中空连接喷水

管，每隔一个时辰，所对应的生肖

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

生肖像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壮观。

1860

年，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

火烧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被掠夺

而流落四方，境况各异。 牛首、猴首

和虎首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中国台

湾企业家蔡辰男在苏富比拍卖会

上购得。

2000

年，中国保利集团分

别以

774.5

万、

818.5

万和

1544.475

万

港元从佳士得拍卖行和苏富比拍

卖行购得，现存于保利艺术博物馆。

猪首在

1987

年被美国一家博

物馆购走，

2003

年由澳门企业家何

鸿燊出资

600

万港币收购， 捐赠给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

马首在十二生肖兽首中最为

独特，头顶上有云朵一般的造型和

卷曲的毛发。

2007

年何鸿燊以

9610

万港元购回，捐赠国家。

据报道，中国台湾收藏家王度

说龙首现在台湾，但短时间内收藏

者不会让它现身。

鼠首和兔首曾在

2009

年

2

月巴

黎由佳士得举办的专场拍卖中现

身，分别以底价

900

万欧元亮相，最

后各以

1400

万欧元成交。当时佳士

得公司未透露买家真实身份。其后

以电话方式竞购成功的神秘买

家———中国藏家蔡铭超公开表示

竞购出自爱国之心， 款项不能支

付。目前，这两件兽首仍在法国，这

次拍卖也因不能付款而不了了之。

兽首到底价值几何

拍卖行业专家郑鑫尧介绍，在

上世纪

80

年代，一件铜兽首的成交

价仅为

1500

美元。

郑鑫尧说，

1985

年， 一位美国

古董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私人

住宅内无意中发现了圆明园马首

铜像，和它在一起的还有牛首和虎

首铜像。这位古董商以每尊

1500

美

元的低价买下了这三件铜首。 从

1987

年到

1989

年，这三件圆明园铜

兽首和猴首铜像相继出现在纽约

和伦敦的拍卖会上，当时最高成交

价是马首，仅为

25

万美元。据称，乾

隆皇帝是属马的，所以马首在制作

工艺上是最精湛的。

2009

年

2

月， 佳士得公司不顾

中国反对， 分别以

900

万欧元的底

价拍卖鼠首和兔首，被蔡铭超以各

1400

万欧元的价格竞得，后又拒绝

付款，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 郑鑫

尧认为，仅从纯粹的艺术品拍卖市

场角度看，当时的价格远远大于这

两件文物的内在价值。他呼吁国人

要警惕有人利用我们的民族感情

进行恶意商业炒作。

文物专家谢辰生认为此价格

虚高。 他说，鼠首和兔首铜像仅仅

是建筑构件，如果不跟圆明园联系

起来， 不跟英法联军侵略联系起

来，价值不可能太高。 因为有了这

个联系，它就有了新的价值，这个

价值就是国耻的见证。

中国文物学会李晓东则认为，

圆明园兽首的价格完全是被炒作

起来的。 它们作为建筑构件，离开

了建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它

们不像一幅宋代名画或一尊商代

很完整的青铜器那样具有独立的

价值。

而今，鼠首和兔首留在法国，

蛇首、羊首、鸡首、狗首仍然下落

不明。显赫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

使铜兽首成为圆明园海外流失文

物的象征。兽首价格的形成，与圆

明园曾经的辉煌和屈辱紧密相

连，这些流失的文物何时再现身，

无人知晓。

文摘

万亿元环保投入需要透明账本

□王石川

一些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

指出，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

治理，保守估计最近

10

年用于环保

的总投入应在

4

万亿元左右， 之所

以环境问题仍没有大的改观，症结

之一是环保投入上存在“低效症”。

一说到治理环境污染，就有人

说要加大环保投入， 此说不无道

理，治理环境污染确实要花钱。 但

更应该叩问的是，花了钱有没有产

生效果？ 或产生了多大效果？

4

万亿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2008

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也只

不过投入了

4

万亿元。 有代表委员

发问，

10

年

4

万亿元， 为何没换来

“天蓝水甜”？ 这种发问绝非多余。

值得提及的是， 权威数据显示，

2012

年我国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

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

过

260

亿元， 比

2011

年增加

50％

以

上。 “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

投入将达

3.4

万亿元。也就是说在未

来几年，环保投入起码

3

万亿元，如

何用好这笔钱？ 绝不能重蹈覆辙。

当然， 不能说过去

10

年投入的

4

万亿元没有效果，只能说效果不够明

显，没达到公众预期。之所以效果不够

明显，主要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环

保投入没有真正用在刀刃上， 有的可

能被挪用被侵占；其二，花巨资购买的

环保设备睡大觉，如代表所称，环境治

理中“造假现象”是祸根，花的钱“打水

漂”；其三，边治理边污染，环境治理起

来很难，污染起来却极容易，好不容易

治理好局部的污染， 一家污染企业便

使巨资投入的环保治理前功尽弃。

因此，要改变环保投入上存在的

“低效症”，确保真金白银换来“天蓝水

甜”，就需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目

前，应明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与其大

投入治理环境， 不如花费精力遏制污

染环境的行为，更准确地说，只有先遏

制住污染行为，环保投入才有意义。为

此，一方面要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全国

人大已经制定了

30

多部环保法律，但

在执行时往往被架空、被瓦解，有代表

称，“必须通过环境执法让地方政府和

企业痛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 ‘红线’，

这样才能保证污染永远被挡在外面。”

此非虚言，管不住污染企业，一切都是

虚妄之谈。 另一方面也应该强化对监

管部门的监管， 如果监管部门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或者充当污染企业的保

护伞，环境治理也很难出效果。

除此之外，在环保投入上应该杜

绝粗放投入，即要钱就给，给了钱就

不管不问。全国人大在批准环保方面

的预算时应严格审核；环保投入应该

向社会公布，每一角每一元的具体流

向都应该在网上晒一晒。 审计部门、

监察部门应该变事后审计为事前把

关、全程跟踪和严格的事后监管。

没有天蓝水甜，就没有美丽中国，

更没有好的生活品质。 在多方合力下

重现天蓝水甜，这是人们的殷切期望。

（摘自3月9日《广州日报》）

风向标

二手房税收新政窗口渐近

刚需或迎来房价“小谷底”

□本报记者 张敏

涉及到买房的问题，最近王

伟（化名）与女友的意见有些不

一致。 因为担心税费成本提高，

王伟打算再“等一等”。 女友却

希望赶在政策落地之前尽早买

房，然后安心筹备两人的婚事。

随着政策细则落地日期渐近，两

人急需尽快做出决定。

按照住建部官员在今年

“两会”期间的说法，尽管有争

议， 二手房交易个税新政仍将

执行。 这也意味着，二手房交易

成本的提高已近在眼前， 购房

者的负担无疑将会增加。 但与

此同时， 近期部分二手房业主

因急于出手而降低报价， 价格

“小谷底”隐现。 在楼市调控最

后一只“靴子”悬而未决之时，

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正面临两难

选择：买，还是不买？

“3·20” 或是最后期限

今年

3

月以来，王伟和女友

先后在北京的北苑、刘家窑、常

营等多个区域陆续看房。 由于

春节后新盘供应量较小，且两人

需要一套能够尽快使用的婚房，

因此交通便利、配套齐全的二手

房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近期北京的二手房源释放

量较大，并不乏优质房源。 但王

伟发现，好房源的报价不仅高于

区域平均水平，而且经常遭遇抢

购。 几番犹豫之下，王伟错过了

一些选择，加之二手房交易税收

新政的临近，他产生了暂缓买房

的想法。

看到王伟犹豫不决，不仅女

友着急，中介也频频催促，建议

他在政策落地前尽快出手。 其

中一家中介机构甚至明确地指

出最后的大限———

3

月

20

日。 在

该日期之后签约的购房者，将可

能承受高额的税赋。

中介的逻辑简单明了：按

照住建部官员在今年“两会”期

间的说法，从

3

月底开始，“地方

版”楼市调控细则将陆续出台。

买卖双方只有在这个期限前完

成网签， 才有可能避开高额的

交易成本。

按照正常的交易流程，如果

购房者选择商业贷款，从双方签

订购房合同， 到完成资质审核，

再到完成网签， 大约需要

7

、

8

个

工作日。 算上周末，二手房的平

均交易周期约为

10

天。按照这个

周期计算，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

必须提前至本月中旬。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做完

网签通常意味着交易的完成。尽

管此后还需经历批贷、 交税、过

户等流程，但只要在政策落地前

完成网签，交易双方就不必再承

受高额的税收成本，除非新政有

特殊规定。

“时间差”下的小算盘

考虑到房屋是生活中的大

宗消费品，所以王伟并不想在剩

余的几天中仓促出手。 但此时，

他的女友算的却是另外一笔账。

按照王伟要买一套价值

200

万元的房屋计算，若

5

年前这套

房屋的价值为

120

万元，根据“差

价

20%

”的个税新政，这笔交易

需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16

万

元。 但按照“总价

1%-3%

”的现

有政策，双方需要交纳的个税最

多为

6

万元，最少仅为

2

万元。 两

者相比，相差了十几万之多。

对于多数支付能力不强的

刚需购房者来说，为了十几万的

交易成本，来追赶不到一周的时

间差，显然是笔划得来的买卖。

与此同时，随着细则出台时

间的临近， 另一个利好消息出

现。 不少中介机构告诉王伟，一

些房主为急于出手，近期开始降

低报价，部分房源的报价下降了

十几万之多。 中介还额外提示，

降价现象不会持久，一旦政策细

则落地，价格将迅速回升。

链家地产的一份报告证实

了这种现象。 报告称此前看涨

楼市、高价挂牌的业主纷纷调低

价格，以便顺利出售。 虽然价格

并非低于市场价，但也能够看出

市场预期有所转变。

在近期中介机构新推出的

房源中， 很多被挂上 “急售”标

签。链家地产刘家窑门店的业务

员小李表示，这类房源的报价通

常比前期有所下调，且还有议价

余地。 他还强调，楼市调控细则

出台后，议价范围已逐渐从此前

的

3

万元以内， 逐渐提高到接近

10

万元。

按照王伟女友的想法，最好

的机会就在近几天内，如果能赶

在细则落地前买下一套大小合

适、价位不太高的房子，也算是

抄了一个小小的底。

转瞬即逝的决策机会

事实上，梳理近期以来北京

二手房价格的变动情况，会发现

上述想法不无道理。

一位资深从业人员向记者

表示，春节前夕，随着交易量的

增加， 二手房价格已有小幅上

涨。 春节过后，楼市新政出台预

期强烈， 不少业主大幅提高报

价。但随着“新国五条”及细则的

出台， 市场成交量迅速扩大，房

价并未明显上涨。 直到近期，政

策落地时间渐近，部分业主才开

始降低报价。

上述人士称，这期间的房价

走向，呈现出一个缺少右半边的

“几”字型。 其反映出的现象是：

房价维持平稳或微降，但仍处于

高位。 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兴区

的部分区域外，当前北京五环内

二手房的单价， 已经突破

3

万元

大关。

在大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即

便将来楼市调控细则落地，恐怕

也难以改变房价上涨的预期。链

家地产的观点认为， 一方面，刚

性需求规模大， 且缺乏疏导渠

道；另一方面，房屋持有成本低，

无法促使房源释放。 因此长期

看，决定价格的市场供需矛盾问

题仍未解决。

虽然即将出台的政策细则

可能会有“差别化”考量，如保护

刚需等因素。 但基于上述判断，

看涨房价的观点仍占大多数。其

中，细则出台后引致的交易成本

增加，也将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

重要原因。

多数机构建议购房者， 在综

合对价格、质量、付款方式、升级

置业空间等多因素的考察后，遇

有合适时机需迅速出手。 对于刚

性需求来说，置业选择更需果断。

对于业主而言， 房价上涨也

并不全属利好。 随着调控细则的

落地， 未来的二手房市场或迅速

降温，届时，不少房源可能面临有

价无市的尴尬局面。 伟业我爱我

家的建议是， 业主要审慎衡量出

售房产的价值， 避免因一味追求

高价而错失出售最佳时机。 尤其

是着急出售的业主， 不妨通过适

当降价的方法，换取快速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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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生活

三月踏青

六大油菜花“圣地”各有千秋

□本报记者 张泰欣

3

月春寒料峭，北方气温稳定回

升， 而南方大多数地区即将迎来风

和日丽的春天，很多人外出踏青，呼

吸新鲜空气，调整疲乏身心。中国国

旅市场部经理詹建国推荐， 三四月

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对于绝大

多数猫冬的北方朋友来说， 如果有

时间， 可以去油菜地里呼吸一下春

天的空气，体会一下南国风情。

从各大旅行社线路和背包客的

经验总结来看，有六大油菜花胜地值

得一看，分别是江苏兴化、重庆潼南、

云南罗平、陕西汉中、江西婺源和广

东东莞，虽然这些地区的油菜花游览

主题各有千秋， 开发程度也各不相

同，但从方便程度和反馈看，江苏兴

化和云南罗平可能更胜一筹。

六大胜地 哪款更适合您？

网友和驴友热议最多的要数

江西婺源和云南罗平的油菜花，从

众多“先辈”们的经验看，这两个地

方的油菜花开得最早、持续时间较

长， 期间还有不同主题的庙会活

动。 如果想去婺源体会徽州文化，

可以选择一个错峰时间，先游览古

徽州文化，再去感受油菜花地的淡

雅，但目前婺源比较好的油菜花景

区都没有通公交。 对于不愿饱受路

途奔波的朋友而言，可以选择去东

莞桥头或罗平小三峡。

一般而言，油菜花开的时间在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广东、云南地

区的花季稍早，而陕西、安徽地区

的花季稍晚，如果

3

月中旬出发，广

东地区的花季已过半，而安徽等地

的花季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时选择

去云南、重庆等地能看到油菜花刚

刚盛开的美景。

江苏兴化的油菜花可能是几个

景区中唯一有大面积水域、并且有专

门的旅游直通车，交通问题可以省去

很多麻烦，而在水中感受油菜花别有

一番味道。兴化油菜花旅游区开通了

小船直达， 游客可以买相应的通票，

自己摇着小船穿梭于油菜地中。

自驾或旅行社各有优劣

如果在本省有面积比较大的油

菜花观光区，自驾肯定是首选，但对

于北京、天津等地的游客来说，选择

旅行社还是自己安排路线便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从一些地方旅行社推出

的产品看，除了油菜花游览外，还有

民俗体验、爬山等，对于方便省事的

游客而言，旅行社可能是最佳选择。

对于习惯自由行的游客，除了

考虑交通费外，还有景区费用。 比

如去罗平地区，从罗平汽车站到相

应的景区， 交通费用大致为

50

元，

而兴化地区的费用为

100

元， 游客

可以事先在网上做足功课。

还有很多游客选择在车站与

景区拉客人士商讨的策略， 如花

400

元或

500

元包来回

1-2

天的交通

住宿费用等，与旅行社比，这种方

式更为灵活，但拉客人员的信用问

题需要高度警惕，在没有有效方式

证明其信用的情况下，建议消费者

还是选择较为正规的旅行社，一来

游览项目有保障，二来可以避免一

些不可预见的风险。

时尚宝盒

雪茄也是奢侈品

□一休

在国内一些五星级酒

店， 一支雪茄最低也要数

十美元， 而在巴黎戴高乐

机场， 最贵的单支雪茄居

然标价

400

欧元。 雪茄，不

就是一支烟吗， 怎么也成

了奢侈品？

领袖做广告

一提到雪茄，大家就会

想到哈瓦那。在古巴首都哈

瓦那，逛雪茄店或参观雪茄

烟厂是一项主要的游览项

目。 因为，哈瓦那是世界顶

级雪茄的出产地，卡斯特罗

抽的雪茄就在这里生产。

走进雪茄厂的接待

室， 迎面是一幅卡斯特罗

和他的战友切·格瓦拉抽

雪茄的肖像画。 卡斯特罗

手执一根粗大的雪茄，若

有所思； 而格瓦拉则把雪

茄叼在嘴里，沉思着。这样

的画像在其它的雪茄厂里

也有，看来，哈瓦那的雪茄

烟厂都是请他们的革命领

袖做形象代言人。

卡斯特罗从

15

岁开始

抽雪茄。 年轻时代打游击

时， 身为游击队长的他常

用抽雪茄来庆祝胜利。 担

任国家领导人后， 人们更

是经常从媒体上看见他手

持雪茄谈笑风生， 或口叼

雪茄凝神沉思的风采，这

为古巴雪茄扬名世界做了

最好的广告， 使古巴雪茄

销量大增。时至今日，古巴

雪茄的年产量已超过

4

亿

支，其中有近

3

亿支出口国

外。 虽然卡斯特罗早在

1985

年就戒了烟， 但制烟

工厂依然以悬挂他抽雪茄

的肖像为荣。

雪茄如美酒

为了让人们在享受雪

茄时，有缝隙让烟通过，古

巴雪茄的烟心是采取人工

手撕的方法， 将烟叶纵向

撕成两片， 再进行烟心的

制作， 这也正是手制雪茄

才有的特色。 雪茄的味道

主要由烟心决定， 至于每

支雪茄的口味， 全靠卷烟

工的手艺。

雪茄生产出来后，要

放到雪茄储藏室。 雪茄一

般都要经过两次发酵。 烟

叶采摘下来，经烘干、分类

和整平后， 要经历第一次

发酵， 然后将发酵过的烟

叶经手工卷制成雪茄后，

再放进储藏室进行第二次

发酵。 好的雪茄就像美酒

一样需要在一定的湿度和

温度中发酵， 发酵时间越

长，口感越佳。

御用雪茄“狗尾巴”

在雪茄厂的展示厅里

出售的大多是单支的散装

雪茄， 这些雪茄是用杉木

箱陈列， 据说这样雪茄就

能带一种木香味。 整个展

示厅大约陈列了二十多种

不同价位的雪茄， 一律以

美元标价，价格从

1

美元到

50

多美元不等。 也有盒装

的，每盒

25

支。

虽然价格很诱人，但却

不能多买，因为古巴对外国

人买雪茄是有最高限量的。

出境时每人最多只能带两

盒，散装的不超过

50

支。

目前古巴雪茄主要有

五个著名品牌， 最贵的是

Cohiba

牌雪茄。熟悉这个品

牌的中国人，根据西班牙语

发音，将其称为“狗尾巴”。

Cohiba

牌雪茄是古巴

革命胜利之后

1966

年创立

的新牌子。最初，这个工厂

专为卡斯特罗及其政府要

员加工雪茄， 多余的烟作

为古巴政府的礼物送给各

国政要。

1985

年卡斯特罗

戒烟之后，

Cohiba

雪茄才

作为商品公开出售。 正因

为有这样的背景，

Cohiba

雪茄一上市就成为古巴价

格最高的雪茄品牌， 而且

一直坚持不卖单支， 每盒

的售价都在

400

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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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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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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