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政编码:101116 北京市通州区 东亚尚品台湖 3-1412 Dongya Shangpin Taihu,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City, China Tel: +86-10-62224328 Feaclo Zhang 张京超

Singapore Beijing Moscow Cairo Paris Houston

Post Sky ☆ 邮报天下
z J PostSky.net .43 c2019.12.20 星期五

微信 扫一扫 打赏

www.nopaio.com
世邮网感谢您的支持

发送电子邮件至 edit@wostar.net 即可永久免费订阅 PDF 电子版《邮报天下》及《世界邮票报道》 欢迎投稿寄送书报刊推荐文章互寄邮品

Mail to edit@wostar.net to subscribe to the PDF version of Post Sky and World Stamp Report for free forever and recommende articles1

习近平主席出席山东舰航母入列仪式 中国邮政启用邮资机宣传戳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ed the Shandong aircraft carrier entry ceremony, China Post start using the postage machine's postmark 1

新发现改 1“亚洲版”组外品将拍卖

“梅兰芳”仅见最大联票 290 万成交

上海拍卖行的 2019 秋季邮品拍卖会征集到 1 枚未见记载

的改 1”香港亚洲版“100 元组外品，本次拍卖会将于 12 月 22 日

举行。此枚邮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邮票的皇冠，三十多年

前由常州集邮家杨岫云首次发现。据记载目前存世新票一枚，

旧票十余枚，曾创下 13.5 万元的拍卖纪录。（下转第 4版）

The new discovery SC1a "Asian edition" will be auctioned

"Mei Lanfang" transaction of the largest coupon 2.9 million

• 历年邮票展示澳门回归中国 20 周年

• 19 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将于昆明举办

• 中国 20 2 0 年将发行 4 枚普通纪念币

• 纸质版《新邮预报》宣传页成为历史

• 布干维尔公投独立 或成世界最新国家

• 澳调基本邮资 紧急增发新面值邮票

• 英夫妇翻新邮票赚 22 万英镑被判刑

• 《世界邮票报道》43 期 加入读者会赠刊

征募共建者打造邮票百科知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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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Shanghai Auction Co.Ltd in the fall of 2019 Stamp Auction,

show an unrecorded SC1 100 Yuan "Hong Kong Asian

version" group external stamp, the auction will be held on

12.22. This stamp is the crown of the Difinitive Stamp of the

PR China,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Yang Xiuyun in Changzhou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t is recorded that there are only

one new and more than 10 used, setting an auction record

of 135,000 yuan.（Next to 4th edition）

• Stamps show 20th Anniversary of Macau's return to China

• No.19 China Philatelic Exhibition will be held in Kunming

• China will issue 4 ordinary commemorative coins in 2020

• The paper version of New Stamp Forecast become history
• Bougainville will become the l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 Australia adjusts basic postage and issues new stamps

• The British couple were sentenced for refurbishing stamps

• World Stamp report’43 / Book will be given to the readers

46L18O03-19W29 PBC 1.00 1999 G7C4393753 CBC3JB MI APPLE HP WIN10 WPS PS 11AH62L25FCAG 13311397478

世邮网 nopaio.com《邮报天下》电子报纸，每 10 日左右发送一期，旨

在分享邮票知识、鉴赏邮票艺术，秉承“非盈利”原则，选摘内容以各国

多语种书报刊互联网文章为主并兼有小编采写，任何网站个人均可进行

传播或提供下载，对引用作品图文诚挚感谢并希望得到原作者理解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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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邮票展示澳门回归中国 20 周年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邮政和澳门邮政分别发行”澳门回归祖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邮票。澳门邮政分别于 2000 年、2004

年、2009 年、2014 年与今年 12 月 20 日发行邮票纪念回归，自 2004 年起，同日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周年纪念邮票。2009

年与今年，双方联合发行印制在一起的小全张。1983 年 4月 13 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邮资明信片。

《世界邮票报道》第 43期目录

经典回顾 ........………………………… 翟黛：回望《星球大战》42 年

新邮报道 ......……… 中国鼠年国版邮资机戳目录 各国新年邮票

邮票研究 .....……………………………………… 杨纪分：普 12 邮票研究

每期一国 .....………………………… 世邮网：基里巴斯现代普通邮票

故闻新事 ....………….. 列宁、恩格斯、贝多芬诞辰纪念帷幕拉开

传统集邮 ...........…………………………… 费可罗：澳门邮票风格杂谈

系列邮票 .…...........……………… 法国旅游系列（2015-2019）邮票

专题邮票 .......……………………………… 文兴：达芬奇去世 500 周年

邮文目录 .......…………………………… 朝鲜邮票（2000-2009）目录

邮票百科 .......……………………………………… 英特：联合国国旗邮票

邮集选登 ...........…………...…… 德国6框 96页邮集《自行车》（二）

文章连载 ....….…......………… 邮票上的中华五千年（9）史前文物

钱币世界 .....……… 邮报天下：第三套人民币未采用手绘稿票样

邮品交流 ....……………… 重庆中华版孙中山像20元70元细齿票

编读往来 .....………… 世邮网读者会成立 迎接崭新的二零年代

本报迎来升级：本期通过缩小行距方式增加四分之一内容，超过 5000 汉字。

加入《世界邮票报道》读者会赠刊

世邮网 12 月 12 日推出《世界邮票报道》读者会：自本刊中文完整

版第 35期 PDF 电子杂志 2019 年 6月 19 日通过电子邮件分发以来，获

得众多读者强烈反响，为便于统计回馈真正热爱本刊的读者，方便交流

互动，特推出读者会。发送电子邮件到 edit@wostar.net 留下姓名地址

邮编即可，本刊将进行登记并再次回复邮件进行确认，之后可获得一依

序排列的永久唯一读者编号，每年将会收到纪念明信片等小福利，完全

免费并不附加任何条件，读者资料严格保密。

读者会成员皆会免费获赠一期中国邮政挂号印刷品邮寄的纯手工

制作并唯一编号的《世界邮票报道》200 页彩色打印纸质胶装本以资纪

念。希望您回答 3个问题：1、您何时开始集邮；2、您的收藏方向；3、

您如何知道本刊。详细情况参见世邮网首页：www.nopaio.com

《世界邮票报道》彩色打印纸质本成本费 20 元，需要更多往期杂

志可进行联系，主编微信：13500000170，QQ群：81778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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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将于昆明举办

中国全国集邮联合会 12 月 12 日发出通知，确定 2020 年 5 月

16 日至 19 日在云南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昆明 2020 第 19 届中华

全国集邮展览。本次邮展为全国性综合展览，展览规模 1800框。

中国参加伦敦 2020邮展展品名录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12 月 10 日公布中国参加伦敦 2020 世界

邮展展品名录，17 部展品包括：传统 1 部：孙蒋涛《中国解放区邮

票（1930-1950）》；邮政史 3 部：李宏《厄瓜多尔邮票发行之前

的邮政史》、张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邮（1933-1951）》、李向荣

《清代邮政挂号函件（1897-1911）》；专题 4部（其中 1部参加锦

标赛）：罗道光《“液体面包”——啤酒》、陈璞《最小的国家，最

大的教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夏振林《玫瑰》、林大安

《烟草——从风靡世界到全球控制》；印花 1 部：王安林《中国印

花税票在陕西省的使用和发行》、青少年 1 部：李予恬《新中国早

期邮资已付业务（1949-1957）》、集邮文献 7部。

纸质版《新邮预报》宣传页成为历史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发通知，2020 年起不再印制下发每套邮票

的《新邮预报》。1999 年 1 月 5 日，国家邮政局首次印制《新邮预

报》宣传页，采用”己卯年“生肖邮票，深受集邮爱好者青睐。

英夫妇翻新邮票赚 22 万英镑被判刑

英国一对夫妇在 9年间通过清洗旧邮票翻新再出售的方式，赚

取了约 22.5 万英镑（约合 206万人民币）。12 月 18 日，此案在伯

明翰皇家法院接受审理，二人以及另一名同伙被判刑。

现年 52岁的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和 44 岁的妻子萨曼

莎（Samantha）将旧邮票回收后洗掉上面的邮戳等印记，再在 eBay

和Amazon上以新邮票的价格出售。他们清洗了大约7万枚旧邮票，

导致英国皇家邮政损失超过 42万英镑（约合 385 万人民币）。

他们以此赚取的财富超过 21.5 万英镑（约合 192 万人民币），

后来加入的同伙格雷厄姆·罗德（Graham Rought）在两年半的时间

里赚取了 4.3 万英镑（约合 37万人民币）。

保罗自 2007 年 6月以来就一直运营着一个名为“负担得起的邮

票”的网络账户出售翻新邮票。一封 2016 年 8月寄给苏格兰一家学

校的信件使用了他们的邮票，被格拉斯哥分拣办公室看出端倪。警

方随后来到哈里森夫妇位于南约克郡巴恩斯利的家中进行突击搜

查，他们还存有约值 20万英镑（约合 183万元人民币）的邮票。

皇家邮政所发行邮票通常会带有荧光粉，这是为了方便后期由

机器使用紫外线对信件进行分拣，但被洗过的邮票则不再有荧光粉。

三人在庭审前均已认罪。保罗因涉嫌篡改、提供和拥有欺诈物

品被判入狱 4年。萨曼莎被判处 2年缓刑和 150 小时无偿服务。现

年 57岁的罗德被判处 18 个月缓刑和 85个小时的无偿服务。

布干维尔公投支持独立 或成为世界最新国家

当地时间 12 月 1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的自治区布干维

尔（Bougainville）独立公投结果出炉，近 98%参与投票者支持独

立。若布干维尔最终独立，将成为世界上最新的主权国家。此次公

投获得联合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巴新中央政府的支持。

布干维尔 1768 年 7 月为法国海军将领路易斯·安东尼·布干维尔

（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发现并以他的姓氏命名。布干维

尔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达朗贝尔的学生，深受乌托邦哲学家卢梭

思想的影响，向路易十五提议寻找南方大陆并在太平洋航行。

布干维尔位于大洋洲，是所罗门群岛最大岛，先后经历法、德、

日、澳殖民或委任统治。1975 年巴新独立，布干维尔被纳入成为自

治区，现人口 30 万。并入巴新后，迅速成为经济最为发达地区。

布干维尔人不满巴新中央政府管理，自 1988 年开始，与巴新军警

冲突不断，一直延续到 1998 年，造成 1 万余人死伤，进一步夯实了

布干维尔的独立身份认同，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2001 年，巴新以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布干维尔自治政府、允许

举行无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等条件结束战争。本次公投结果并没

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会进行协商最终决定是否允许布干维尔独立。

布干维尔自治政府主席约翰·莫米斯表示相信巴新政府总理马

拉佩会信守承诺：“我们充满了期待与希望。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最

终结果将会是好的且正式的……最重要的是，迎来持久和平”。

澳大利亚调整基本邮资 紧急增发新面值邮票

澳大利亚将调整基本邮资，12 月 16 日紧急增发“澳洲本土动第

二组”邮票一套 4 枚（第一组 4枚于今年 3 月 9日发行）。《世界

邮票报道》微信群中的”莲池邮币“微信公众号管理员河北史然老师

当日即分享此信息。经查询，近年确实没有发行相应面值邮票。

随后刘大有会士也转来了邮友的留言介绍详情：”刘老师，澳洲

昨天突然之间发行“澳洲本土动物“新邮首日封，4张票，1个封。几

乎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还有一周多二天的时间要过圣诞节了。

今天要不是给我妈妈去寄动手术前要填写的表格的话，还是不知道

呢。该封背面的介绍第一个英语词汇MAMMALS 就是哺乳类动物。

我现在是在家里写完你这儿的地址后即交给邮局寄出。据邮局的人

说，澳洲的邮费从明年 1 月 2 日又再调高，所以这次突然发行的新

邮票是按照新邮资发行。“

这 4枚邮票上的动物分别是考拉（Koala）、袋熊（Wombat）、

针鼹鼠（Echidna）、蜜袋鼯（Sugar Gl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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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有齿 30方联全套 290 万成交

（上接第 1版）12 月 16 日，北京保利 2019 秋季邮品拍卖会上，

1962 年 8 月 8日发行的纪 94《梅兰芳舞台艺术》有齿新票 8枚 30

方连全套，带顺双厂铭边纸，原胶未贴，境外回流上品，为目前仅

见全套最大方连（全版由 50枚邮票组成，北京邮票厂影写版印制），

票面色彩鲜艳，背胶原润，经过多轮竞拍，以 290 万元人民币（含

佣金）成交，目前本套邮票的市场价为 15000 元左右。

梅兰芳出生于 1894 年 10 月 22 日，是中国最富盛名的京剧表

演艺术大师，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

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1 年 8月 8日去世。

本套邮票由孙传哲以色粉画方式设计，除第 1 枚为梅兰芳肖像

外，其余 7枚为梅兰芳在京剧舞台表演游园惊梦、霸王别姬、穆桂

英挂帅、天女散花、抗金兵、生死恨、宇宙锋中的经典扮相。本套

邮票还发行了无齿票和小型张，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中的珍品。

习主席出席山东舰入列仪式 邮资机宣传戳启用

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12月17日在海南三亚交付海军，

习近平主席出席交接入列仪式。习主席将八一军旗、命名证书分别

授予山东舰舰长来奕军大校、政治委员庞建宏大校。

为纪念山东舰入列，中国邮政启用邮资机宣传戳一枚，国版编

号为国 2019-15，启用时间为 2019年 12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邮政网点分别为北京海淀区万寿路支局、天津滨海新区营口道

支局、大连旅顺支局、葫芦岛中央大街支局、上海建国东路邮政支

局、泰州迎春西路支局、杭州集邮与文化传媒部、青岛热河路集邮

营业厅、三亚安游邮政支局、广州会展支局。

2017 年 4 月 26 日舰长政委签名“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纪念”封

列支敦士登 2020年邮票发行计划

1.列支敦士登汉斯-亚当二世公爵 75 寿辰、玛利公爵夫人 80 寿辰

2.欧罗巴系列：古老的邮路

3.蜻蜓（第二组）

4.加入欧洲经济区 25周年

5.全景系列：水体

6.埃贡·莱茵伯格诞生 150 周年

7.塞佩克系列：国家收藏艺术品

8.东京夏季奥运会

9.拉斐尔逝世 500周年

10.村庄景观：巴尔泽尔兹

11.PET 塑料回收

12.王室珍宝系列

13.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

14.圣诞节

15.中国十二生肖：牛

来自微信公众号 列支敦士登邮政集邮中心 校译 方新

列支敦士登邮政官方网站 www.philatelie.li

列支敦士登邮政驻亚太区总代表 李齐向荣女士

邮箱：post1912@sina.com

中国 2020年将发行 4枚普通纪念币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 12 月 17 日公布 2020 年普通纪念币

发行计划：2020年贺岁纪念币 1 枚、世界遗产武夷山纪念币 1枚、

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币 2枚。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2020 年贺岁纪念币

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9年 12 月 18 日起陆续发行 2020 年贺岁纪

念币一套 2枚：其中银质纪念币 1 枚，发行量 270 万枚；双色铜合

金纪念币 1枚，发行量 2.5 亿枚（背图见第 1版）。

中国 2018 年纪念币获世界硬币大奖 5项提名

《钱币学新闻》（Numismatic News）12 月 4 日在官网公布

2020年度世界硬币大奖提名名单，从全球1000枚硬币中筛选出100

枚获得 10 个奖项提名，每个奖项最终获奖者只有 1 枚。中国获提名

5项分别为：中国书法艺术 8克金币、150 克银币、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 15 克银币、港珠澳大桥通车银币、中国高铁双金属合金铜币。

本刊将于《世界邮票报道》第 44 期对本次评奖进行详细介绍。
本期5000 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