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理财 04■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责编：潘 赟 排版：程国英 校对：沈志强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传说中的“100元硬币”来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下称

“改革开放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12月5日开放预约，金银纪念币则
已开始销售。

而在此之前，很多人对其中面额
100元的纯金纪念币有不少疑惑。为
何含有 8克纯金，面额却只有 100
元？100元真的能兑换到吗？要去哪
里预约和兑换？

面额100元=价值100元？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共
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
念币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
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其中，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含纯金8克，面额100元，最
大发行量2万枚。

看到这里，有不少网友发出疑
问，按照目前黄金每克350元左右的
市场价，8克纯金“价值”100元，
这是认真的吗？

首先，你要明白，纪念币分为普
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两种。

普通纪念币的面额表明其法定价
值；贵金属纪念币的面额是象征性的
货币符号，并不表明其真实价值。

普通纪念币发行后，可与其他流
通人民币等值流通，其面额计入市场
现金流通量，成为货币供应量的一部
分，此次的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就属于
普通纪念币。

但改革开放40周年金银纪念币
属于贵金属纪念币，不能流通，其面
额不计入市场现金流通量。

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铸造的金银
币已不再执行流通功能，而演变成纪念
币和投资币，用来收藏和投资，其原值
与面额是分离的，金银纪念币的面额仅
仅是货币符号，与原值没有什么直接的
关系。

为何要面额标注为100元？其实，
中国人民银行自2000年发行 “千年纪
念”金银币开始，规范统一了贵金属纪
念币各种材质的规格品种与其标注面额
的标准。按照标准，8克金质纪念币的
面额标注为100元。

这也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发行
面额100元的硬币。

简单来说，这款面额100元的纪念
金币可不是人民币“新款 100 元硬
币”！金币上所标注的“100元”也只
是象征性地标注，你花100元是根本不
能兑换到的。

那么，多少钱能买到？

普通纪念币可以按照等面额兑换的
方式进行兑换，但金银纪念币则需要购
买。

金银纪念币的发售价格是根据金银
原料的成本价格、加工费、经营管理费
用、项目题材、发行量、工艺技术、市
场状况、历史价格情况及国际价格标准
而制定的。

记者咨询多家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
了解到，目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纪念币的1金 5银的纪念币已经通过

“套餐”的形式进行销售。
其中，金币不单卖，必须搭配4款

30克银币组合购买，价格从9300元到
13000元不等；同时，金币无货的零售

商也在单独售卖 4 款 30 克银币的组
合，价格在2300—2600元左右。

同时，150克的银币单独售卖，价
格基本在13000元以上。

这么贵的“钢镚”丢了，得心疼死！
在咨询价格的时候，多家零售商表

示可根据需求向其他零售商调货，但是
价格有所上调。并且销售人员友情提
醒：“所有价格以咨询当时为准。”言下
之意，价格还会继续涨。

业内人士建议，目前零售商的价格
并不统一，如有需要，可以多咨询几家
零售商，进行价格比对之后再进行购
买。不过，你速度得快一点。

去哪里预约、购买？

根据央行公告，改革开放币的金银
币需要向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进行购
买。

面额10元的普通纪念币，发行数
量为1.8亿枚，采取预约方式分两批次
发行。第一批预约时间为12月5日—

12月8日，用户可以通过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
设银行的金融机构官方网站或前往其营
业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该批次预约的兑换时间为2018年
12月28日—2019年1月4日，预约成
功的用户可按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
系统中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约定
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务。

另外，第二批次预约及兑换时间另
行公告。

央行公告同时还提到了，关于预
约、兑换纪念币的注意事项：

关于限额：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
20枚。

关于证件：预约、兑换的有效身份
证件必须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关于代领：如代他人领取纪念币，需持
被代领人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办理，且代领人数不超过5人。

关于未兑换：第一批次预约兑换期
内未兑换的预约作废，公众可在改革开
放币第二批次预约期内重新预约。

（综合）

传说中的“100元硬币”来了
100元真的能兑换到吗？

本报讯（记者潘赟）“双十
二剁手节”即将到来，中行为您
准备了专属“粮仓”，更有50元
话费好礼相送，动动手指，幸福
带回家。

12月5日至12月15日，中
银E贷归属苏州地区的客户提款
成功，可获赠50元话费，每人
仅可享受一次。活动限3000个
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话
费奖励将在活动结束后统一充值
至客户手机银行绑定的号码中。

“中银E贷”是中国银行消
费金融的线上全流程贷款产品，
能根据您在中行的代发薪、房
贷、纳税等数据，为您审批最高
30万元、一年期信用额度的循
环贷款，在额度有效期内您可以
多次提款。

中国银行依托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为您提供全程在线的信
用贷款，让您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在线申请、秒速获批、在线提
款、灵活还款的便捷服务。

中银E贷提款有礼
50元话费任性送

本报讯 （何龑飞 记者潘
赟） 11月30日，中国银行吴江
分行成功落地吴江临沪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2000万元非标理财
业务，该笔业务是资管新规以
后全国首单债权类净值型私募
非标产品，标志着中国银行吴
江分行在非标业务发展转型中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据了解，这笔非标业务经历

了资管新规从酝酿到落地的全过
程，新规对产品交易结构的设
计、理财的募集方式等均产生了
重大影响。在多方协调配合下，
最终产品实现顺利投放。

中国银行是中国全球化和综

合化水平最高的商业银行。长期
以来，中国银行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发展战略部署，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吴江中行秉承总
分行战略导向，以建设成为当地
一流银行为目标，在服务地方经
济的同时，积极担当，为吴江金
融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中行吴江分行成功落地全国首单
债权类净值型私募非标产品业务

本报讯（记者潘赟）近日，
中国银行携手万事达卡，推出

“全景消费模式”的中国银行随
心女人卡，让你一卡在手，消费
无忧。海淘、圣诞特惠、新年购物
狂欢……面对众多跨国好物，随
心女人，消费当然要随心所欲。

为了庆祝正式发卡，中国银
行和万事达卡为大家准备了特殊
的权益福利活动。2018年12月
1日至2019年2月28日，累计
刷中行随心女人卡跨境消费满1
万元，即有机会获得戴森吹风
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中行随心女人卡送福利

本报讯（记者徐驰） 12月
过生日的朋友有福气啦，建行为
你准备了电影券、话费券等生日
礼物。

12月1日至31日期间，如
果你是建行苏州分行手机银行用
户，同时还在当月生日，便可以
获得一份生日礼。礼物为一张满
30元减15元的话费抵用券和一
张观影券，观影券为抵用券，可
能需要补差价。不是12月生日
的建行手机银行用户，也可获得
一张满10元减5元的话费抵用
券。

需要提示的是，观影券为未

激活的券。激活条件为12月份
于手机银行中完成四笔动账交易
后，3～5个工作日即可自动激
活，包含转账、理财等动账交
易，不含龙支付交易。如果你还
不是建行苏州分行手机银行的用
户，可以立刻签约手机银行，于
2个工作日后即可领取礼物。

据了解，话费抵用券在建行
苏州分行官方微信菜单“粉丝专
享—我的卡包”里，领取后，打
开建行手机银行，点击“悦享生
活—畅享苏州”，选择话费优惠
券充值，输入优惠码和手机号即
可。

建行12月送你生日礼
电影券话费券等你领

本报讯（记者徐驰）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快去
农行积分商城兑换航空里程吧。即日起至12月31日，用20
农行积分即可兑换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或海南航空任意航空
公司1航空里程。

记者了解到，从2019年1月1日零点起，农行将对非航
空类联名信用卡积分兑换航空里程比例进行调整，金卡、普
卡用30农行积分可兑换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或海南航空任意
航空公司1航空里程。白金卡依然可用20农行积分兑换东方
航空、南方航空或海南航空任意航空公司1航空里程。各航
空公司的会员里程使用方式遵照各公司兑换细则及规定执行。

农行积分
换航空里程明年调整

快抓紧年末时间兑换吧

本报讯（记者徐驰）即日起至12月31日，成功开卡的
农行信用卡主卡客户使用农行信用卡微信支付1分钱，可抽
取10—100元刷卡奖励金，100%中奖。刷卡奖励金实时到
账，可立即使用。

想享受福利很简单，只需经过微信钱包绑定农行信用
卡，扫码支付1分钱即可抽奖，中奖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发送
到客户的手机上。

农行卡微信支付抽红包
1分钱抽最高100元刷卡红包 近日，国内出现新型的“勒

索病毒”，通过加密电脑上的常
用文件，然后利用微信支付二维
码进行勒索赎金，并且能窃取用
户各类账号密码。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普通用
户不必恐慌，此次的病毒加密技
术易破解，升级杀毒软件即可拦
截。

12月 1日，一家名为火绒
安全的终端安全技术公司发文
称，团队分析确认该病毒为新型

“勒索病毒”，入侵电脑运行后，
会加密用户文件，但不收取比特
币，而是要求受害者扫描弹出的
微信二维码支付110元赎金，这
也是国内首次出现要求微信支付
赎金的“勒索病毒”。

据火绒安全统计，截至12
月3日，已有超过两万用户感染
该病毒，并且被感染电脑数量还
在增长。

12月 4日，微信与支付宝
两大平台作出回应。

微信回应称，已第一时间对
所涉勒索病毒作者账户进行封
禁，对收款二维码予以紧急冻结。

支付宝安全中心也表示，已
第一时间跟进，目前没有一例支
付宝账户受到影响，即便密码泄

露也能最大程度确保账户安全。
此次的勒索病毒危害到底有

多大，用户的中招率几何？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表示，

这次“勒索病毒”的加密技术容
易破解，上周六晚上就被发现了，
各家安全厂商也做了即时清理。

李铁军说，该病毒只感染
PC 端，不涉及手机的移动支
付，即使文件被加密了，利用安
全软件就能恢复。所以，普通用
户不必过于担心，电脑上的杀毒
软件升级后就可将病毒拦截。

而对于超过两万用户感染该
病毒的说法，李铁军透露，其实该

病毒感染的电脑，以黑灰产业从
业者居多，他解释称，这类人主要
是从事制作、传播病毒，参与刷单
刷量业务，所用的软件经常被安
全软件报毒，他们已经习惯了无
视安全软件的报警。而普通用户
的电脑上都安装了杀毒软件，只
要杀毒软件报警把病毒清除即可。

此外，他还表示，这次的“勒
索病毒”还会感染“易语言”这个
开发工具的部分组件，之后，在染
毒电脑开发的软件就被植入有害
代码。“易语言”开发的软件，
常在黑灰产业人群中使用，其他
人群相对较少使用。 （综合）

微信支付勒索病毒偷密码
专家：升级杀毒软件可拦截

本报讯（记者徐驰）双十二
就要来了，12月8日至12月12
日，苏州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在指
定百货商场刷卡购物，可享满

888元立减100元的优惠，每卡
每日在每个商户限参与一次。

参加活动的商场包括苏州第
一百货、石路国际、泰华商城、

时尚舞台、新光天地、金鹰国
际。每卡每日在同一活动商场最
多享受一次优惠，每日每家商场
限优惠50张卡。

双十二刷农行卡享优惠
指定商户满888元立减100元

今年7月至12月是中国人民银行整治拒收现金工作的集
中整治期，自该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
602起，经约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558起已全部整改
到位，44起正在处理过程中。整治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
务、水电煤缴费、新零售、交通类、餐饮业、景区等人口密
集和涉外场所。

新零售行业是整治拒收现金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在
接到针对盒马鲜生拒收人民币现金的投诉后，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立即开展调查。经查证，在盒马鲜生消费无法使用现金，
必须使用其手机客户端。为保障消费者的自主支付选择权、居
民特别是老年人等偏好现金人群的正常生活，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第一时间要求盒马鲜生做出整改。盒马鲜生积极配合开
展整改工作，在其门店开通现金支付通道，起到了较好效果。

央行称，“我们鼓励多元化支付方式和谐发展，既要支持
新零售行业的发展，也要保证现金使用，确保消费者自主选
择的权利”。

集中整治期后，中国人民银行将建立长效机制，细化措
施，建立和谐的人民币流通环境。下一步，将加大宣传力
度，使公众正确理解拒收现金概念，积极支持整治拒收现金
工作；同时，进一步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金服务水平，
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利的现金服务。 （综合）

央行查处拒收
人民币现金行为602起

盒马鲜生被点名

本报讯（记者徐驰）即日起至
12月31日，农行环球商旅信用
卡持卡人月度消费满1000元（或
等值外币），可享受特惠价格预订
温德姆精彩亚洲度假套餐一份，包
含精选海外酒店4天3晚住宿、早
餐、酒店当地机场接送机服务。

活动期间，农行环球商旅信
用卡持卡人月度（自然月）消费
满1000元（或等值外币），可享
受特惠价格预订温德姆精彩亚洲
度假套餐一份。度假酒店包括温
德姆普吉岛海洋明珠度假酒店、
普吉岛卡利姆湾温德姆至尊度假
酒店、曼谷华美达广场湄南河畔

酒店。度假套餐预订时间截至
2019年1月31日；度假套餐不
适用日期为2018年 12月 21日
—2019年1月10日。农行环球
商旅卡持卡人消费达标次月，将
收到农行发送的特惠码。持卡人
致电温德姆亚洲度假会预订热线
4009208287，核实相关信息，
凭特惠码进行预订。预订热线工
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00
至下午6:00 （周末及法定节假
日休息）。环球商旅卡持卡人可
在上述3家酒店任选其一享受套
餐优惠价格，且持卡人及其家庭
只可享受一次。

刷环球商旅卡
享海外度假特惠

彩种
超级

大乐透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8143

18332

18332

中奖号码
4，7，20，

22，33+1，2
9，6，5

9，6，5，4，6

彩种

3D

15选5

七乐彩

东方6+1

开奖期号

2018332

2018332

2018143

2018143

中奖号码

3，8，8

1，3，4，13，15
5，7，8，12，14，

26，28+9
0，0，4，0，9，5+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