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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套人民币龙头豹子号四喜钞王

“迎双节”等额兑换已开始，已交订金客户速取货

热点聚焦：一、本册收录的第五套人民币皆为八同号珍藏钞，共计 24 枚，无

论任何面值，8 个号码全部相同。 二、同时收录了台湾、香港、澳门三地的纪念钞

22 枚。 三、另收录了第四套人民币中最有收藏价值、最具升值空间的关门币种 2

元券两张。 每个品种都极其珍贵，开创了钱币史上的又一奇迹。 鹤壁特申请 120

套的配额，公开面向投资者等额兑换，是百姓投资、馈赠亲朋同事的佳品。

投资背景：人民币从第一套到第四套，还从未出现过完整的 8个号码一样的一

套珍钞（即 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 6个面值的号码全部一样），而且前

面 3位还是相同的豹子号，更不要奢求一下出现四套号码相同的珍钞。 这样的概率

为四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四亿张钞票才能挑出来一套四喜钞王。本册收录的 24枚第

五套人民币从集第 1枚开始到最终集齐 24枚，前后用了 6年时间，可以说是费尽周

折。同时这 24枚珍钞也涵盖了我国六大印钞厂的精美印刷技术，代表了我国这一时

期最高水准的印钞水平。 随着人民银行在 2011年 5月停止发行 100元和 1元的 8

位号码纸币，现在使用的 100元和 1元已经是三冠码加 7位数字号码的纸币。 因此

本珍藏册可以说是未来的孤品。这样珍稀的钞票，别说普通百姓，就是整天跟钞票打

交道的银行员工，费尽半生周折都难以一下子收集齐四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传

世珍品，更是中外收藏家奋力追寻的稀缺文物币。

温馨提醒：当你把珍钞拿到手中时，不要以为你看错了，没错，这些钞票的号

码全部一样。 可以想象，逢年过节亲朋聚会时，拿出一本珍藏钞让大家观摩欣赏，

他们除了惊讶，就是充满羡慕的表情了。 试问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拥有如此稀有的

同号钞，全国也就 3000 套，我市只有 120 套，真的是非常少，不要再犹豫了。 机会

就在你身边，配额有限，抢到就是赚到！

重要提示：本次公开等额兑换，原始收藏机会难得，120 套珍稀纸钞均为法定

面值，原版真钞，均可以到各大金融机构鉴定。 鹤壁市配额仅 120 套，每套面值

2788 元 + 手续费装帧费 100 元，共计 2888 元 / 套。 请已交订金及电话预定的客

户携带身份证到指定兑换处办理认购手续！

鹤壁市指定发行处：鹤壁市淇滨区新华书店（兴鹤大街与淇河路交会处）

山城区市人民医院东吉盟珠宝

订购热线：15239200881� 13643925960

凡购买两套者，赠送龙年纪念币一套（单买 58 元 / 套）

12 月 25 日，2013 新年音乐会将在市艺术中心华彩呈现

世界著名男高音献唱经典

12 月 25 日，“鹤壁银行·璀璨之夜”2013 新年音乐会将在市艺术中心华彩呈

现，震撼灵魂的传世经典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永恒记忆。 晚会由鹤壁银行主办，鹤

壁市淇河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天馨商务集团、鹤壁市林州商会协办，河南百禾传

媒有限公司、鹤壁百禾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帕瓦罗蒂关门弟子罗伯特·考斯蒂———

欧洲众多项声乐比赛上的冠军得主。 在一次比赛中与帕瓦罗蒂相识，并拜

其为师研修声乐。 在大师的熏陶下，他的声乐水平有了质的变化，很多方面都传

承了大师的独特演唱方法。

情歌王子斯塔西·多明戈———

普拉西多·多明戈是斯塔西·多明戈的偶像，20 多年来， 沿着老一代歌王的

足迹，斯塔西·多明戈正一步步接近他的王位。 评论家指出：作为抒情男高音，斯

塔西·多明戈在音乐的抒情性和性感热情方面已与普拉西多·多明戈有异曲同

工之妙。

民歌王子巴勃罗·杜佩·胡安———

意大利的“民歌王子”，听他的歌曲，能让你联想到中国的阿宝。 众所周知，

意大利民歌在世界上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任何一位男高音歌唱家都以唱好诸

如《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等意大利民歌为荣，而巴勃罗就是为数不多的一

位。

国际顶级乐团指挥奥威迪·巴兰（欧洲小泽征尔）幽默执棒———

指挥是一个乐团的核心人物，只要他一站上指挥台，乐师们乃至所有的观

众目光都将集中在他的手上。 在意大利爱乐乐团，奥威迪·巴兰就是关键的“主

核心”。 有着“欧洲小泽征尔”之称的奥威迪·巴兰，奉行将“搞笑幽默进行到底”

的指挥风格，却又不失天才般的才能，被人们公认为当今欧洲最伟大的指挥之

一，也是意大利人心中无可争议的指挥大师。 多年来，他在世界众多名团执棒，

担任过乐团执行团长、音乐总监、首席指挥等职务。

本次演出更有经典歌剧《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眠》、《饮酒歌》等魅力上

演，相信定能让您度过一个欢乐温馨、充满异域风情的夜晚。 （百禾）

近期，我市气温持续走低，热力公司火力加大———

管网满负荷 水温高10℃

晨报讯（记者 韩文雪）随着寒潮来袭，连日来我市

气温持续走低，最低气温已降到 -10℃。 24 日，记者获

悉，为保障用户的供热效果，淇滨热力有限公司已开始

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寒冷天气。

“近日，我们和 2×135MW热电厂进行协调，在稳定

热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供热流量和提高温度。 目前，

淇滨区热电厂主管网的出水温度已达 104℃， 与去年同

期相比提高了 10℃； 管网总流量也从供热初期的 3000

立方米 /小时提升到了 3800立方米 /小时，已实现满负

荷供暖。 ”淇滨热力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网等供热设施故障对城

市集中供热的不利影响，确保稳定供热，热力公司已全

面启动供热应急预案，进一步充实了现有供热事故应急

队伍力量。“现在供热服务人员及各项应急装备、 车辆

24 小时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一旦发生供热故障，我们的

抢修队伍将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 实施紧急抢修，

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热。 ”该负责人说。

此外，热力公司还将充分发挥供热 110 值班热线和

远程监控平台的调度和调控作用，密切关注淇滨区供热

管网运行工况，准确及时掌握用户供热情况，以便实现

管网流量均衡，迅速解决居民反映的各类供热问题。

在此，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由于天气比

较寒冷，管网负荷较重，希望市民积极配合，在做好房屋

保暖工作的同时，不要排放暖气用水，以免影响整个供

热系统的运行。 如在采暖过程中设施出现问题，可随时

拨打热力公司 24 小时客服热线电话 6898110、6890110

寻求帮助。

年末爱车安检 私自违规改装难过关

□晨报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

市民张先生最近遇到了一桩麻烦事儿， 他给自己的爱车

装上了强光氙气灯，如今安检时却遇到了麻烦。

每天 300 多台车扎堆儿安检

12 月 24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12 月

份是车辆安检的集中期。近日，每天都有 300 多台车辆到市车

管所安检，而平时只有 100 多台。

市车管所工作人员称，部分车主习惯在年审到期的当月月

末才办理车辆安检，再加上很多单位车辆和特种车辆都会在年

底安检，所以造成了年末安检扎堆儿的现象。 据介绍，安检时，

一些车主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定，过度“装饰”爱车而被退检。 其

中，以第一次安检的车辆居多。

安检前可自查

《机动车登记规定》规定，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

全技术检验，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罚款 200 元、记

3 分的处罚。怎样才能让爱车顺利通过安检呢？车管所的工作

人员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安检前可重点自查以下内容：

首先，检查自己的证件是否齐全，安检时，行驶证、保险

单、身份证是缺一不可的。 第二，看看自己的爱车是否安装可

拆卸号牌框架。有不少市民出于保护号牌或其他目的，使用可

拆卸式号牌框架，这样的车辆会被判定为不合格，不能通过安

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安装可拆卸号牌框架，罚款 200 元、记

6 分；对故意污损号牌，罚款 200 元、记 6 分。 要求恢复原样才

能通过安检。第三，看看自己车窗上粘贴的太阳膜是否合乎标

准。 按规定，太阳膜透光率不能低于 70%，镜面式反光太阳膜

也是严禁装贴在车辆上的。 第四， 确定车辆是否处于违法状

态，车辆是否有违章记录还没有处理；最后，核对交强险保单。

私自违规改装车辆无法通过安检

据工作人员介绍， 很多车辆都因为车主的私自违规改装

而未能通过安检，如私自改变车身颜色、换发动机等。 客运车

辆私自加装座位；小货车自行加装顶棚，加长、加宽，改变原有

车辆使用性质的，都会使得车辆不能通过安检。必须保证车辆

和行驶证上登记的基本参数一致。同时，还要确保车辆制动性

能良好，尤其要注意刹车系统是否正常。

私自加装强光氙气灯，车的灯光达不到标准的，也是无法

顺利通过安检的。据工作人员介绍，个别车主为了增加车灯亮

度，私自给车辆安装了强光氙气灯作为远光灯使用。私自改装

的氙气灯灯光强度是普通车辆卤素灯泡的 3 倍， 但射出去的

光非常散，容易干扰反方向驾驶员的视线，影响交通安全。

工作人员还建议，有条件的车主可在临近检验期限 90 天

内提前进行安检，可避开安检高峰期，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毕

竟，超期审验也是会受到处罚的。 （线索提供：汪春）

武林风月底

“刮进”鹤城

12月 29日晚千鹤之舞体育馆

上演中外拳王争霸赛

晨报讯（记者 贾正威）12 月

29 日晚，武林风“淇水酒业”2012

年度中外拳王争霸赛将在市千鹤

之舞体育馆震撼上演。

本次中外拳王争霸赛由市体

育局、武林风国际俱乐部主办，市

邮政局承办， 届时将为鹤壁市民

献上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

2012 年度中外拳王争霸赛以

中外散打比赛为主， 由河南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郭晨东主持。

比赛共有 9 场， 其中 7 场为中外

拳手对决，2 场为国内精英对决。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 WMC（世

界泰拳理事会） 金腰带获得者中

国选手李宁与泰国冠军选手锐

克·迈之间的“王者对决”。

此次争霸赛的票价分 199元、

299元、399元、599元 4个档次，抢

票 热 线 电 话 ：0392-3317535、

15003922313， 全市邮政营业网点

均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