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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民众纪念斯大林诞辰 140 周年 普京怒斥欧洲国家篡改二战历史
Russians mark 140th anniversary of Stalin's birth , Putin lambasted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ampering with World War II history.1

设计师揭秘新版人民币防伪细节

随着 2019年 8 月 30 日新版人民币正式发行，人们已经开

始熟悉这 4枚纸钞。2002 年从清华美院毕业的第五套人民币

2019 版设计负责人于欣表示，计算机辅助设计解决了很多手绘

设计的问题，修改、调整、制版的效率大大提高。人民币设计

开始国际化，拥有更高辨识度的色彩、更加精细化的图纹、更

先进的防伪设计，虽然本次只是做了一系列提升优化，但其实

比设计新系列难度更大。（下转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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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s uncover the anti-counterfeiting

details of the 2019 version RMB Banknote
With the official release of the new version of the RMB on

August 30, people have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four

banknotes. Yu Xin, leader of the 5th set of RMB 2019 version

design, who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2002, said that computer aided design has solved many

problems of hand-painted design, modified, adjusted,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plate making. RMB design

began to internationalize,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of color, more refined patterns, more

advanced anti-counterfeiting design, although this time

only did a series of promotion optimization, but in fact, i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design of a new series.（Next to 7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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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民众纪念斯大林诞辰 140 周年

2019 年 12 月 21 日是斯大林诞辰 140 周年，俄罗斯共产党组织

纪念活动，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的列宁墓以及斯大林陵墓敬

献花圈。俄境内多座城市同时发起各项纪念活动，有人呼吁在城市

修复重建斯大斯的纪念雕像。

当晚，莫斯科多条街道的楼房外墙出现斯大林大幅肖像投影，

并配有“我回来了！”字样。这是一次网络达人宣传事件，他们拍摄

下相关视频画面并上传至网络，以吸引网民关注。

普京怒斥欧洲国家篡改二战历史

普京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俄国防部扩大部务会议上表示，不

允许其他国家篡改历史，对二战爆发前欧洲主要国家的绥靖政策提

出批评。他与俄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委员会主席会面时表示，许多

欧洲国家从 1934 年起就开始建立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法律基础，大

多数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亲自与希特勒沟通并在相关文件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但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没与希特勒直接沟通，从而

避免沾上历史污点。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灭纳粹军队最多

的国家，足足有 380万之多，而苏联也为此付出了 850 万的代价。

普京援引档案资料称，希特勒 1938 年对波兰外交部长和时任波

兰驻德国大使利普斯基表示，计划将犹太人送到非洲，“送到殖民地

去消灭掉”。利普斯基曾于 1934 年至 1939 年担任波兰驻德国大使，

他回复希特勒说同意这一提议，并表示为此要给希特勒建一座纪念

碑。普京强调，正是那些曾为希特勒唱赞歌的人的追随者，正在想

方设法地篡改历史、拆除二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这些人和上世纪 30

年代他们的“前辈”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牢记这一

点，包括在进行军队建设的时候”。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认为投影斯大林

肖像，是俄共和其它组织成员的“民意表达”和“爱国倡议”：悬挂斯大

林肖像，这事干得漂亮。这是人民、我党以及全体民族爱国力量的

创意。我们欢迎任何旨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创意。

对于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来说，斯大林是一位发

挥过巨大影响但又引发激烈争议的人物。在斯大林逝世后，如何评

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长期不断地困扰着各界的判断与认识，尤其

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影响，其实只谈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即

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与在军事和其他所有方面都是最强大和

最凶恶敌人的战争中，最终是以苏联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取得胜

利的主要因素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斯大林正是建设这一制

度的领导人、战争年代国家生活的组织者和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

帅。可以说，没有斯大林强力的奠定，社会主义不可能一直持续到

二十一世纪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普京炮轰波兰，与欧洲议会 9月通过的一项决议有关，该决议

为《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认为二战是苏联和纳粹

德国共同发起的，证据之一便是两国 1939 年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之后从东西两向围攻波兰。普京表示，欧洲议会的决议是妄图抹杀

苏联为结束二战所做的贡献，“他们毫无廉耻的指责苏联与纳粹德国

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们似乎忘记了，1939 年 9 月 1 日进

攻波兰和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攻苏联的国家究竟是谁？从这个国家

手下拯救全欧洲的又是谁？”

苏联 1941 年德国入侵后发行 愿你成为英雄 民兵

这并非俄罗斯近期首次批评西方国家企图篡改二战历史，普京

20日在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欧洲不仅故意掩盖二战真

相，还企图把罪责从纳粹身上转嫁到共产党人头上。他强调，西方

政客和其他活动人士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难以启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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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2019 年邮票点评

2019 年已经结束，两岸四地发行的邮票都有亮点出现，基本保持了各自的传统和风格，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将一次次惊喜带给大众。

在此，进行一个简单的年度总结，一家之言，也希望大家都能参与点评，提高我们的欣赏能力。

中国邮政
今年最美的邮票无疑是”芍药“，在大中华区也可谓”花魁“，无雕

刻、不邮票，中国邮政的实力在此，台港澳还真没法比。本套邮票

一定要拿到实物细品，比图片好上千百倍，质感无敌。

2019 年度的胶雕套印都算精品，尤其”中欧班列“、”中国古镇（三）

“与”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小型张。古画题材尚可，”五岳图“好过

台湾”黄庭坚书法艺术“一个档次。”西游记（三）“延续以往风格，必

入中国系列邮票经典殿堂。”科技创新（二）“带来惊喜。

三套中外联发邮票水平都不低，外方的设计与雕刻能让中方学

习到更多的新颖理念。2019 年中国邮政可以打 89 分，再接再厉。

中国台湾
中华邮政今年最大的亮点在新版普通邮票（见本报第 2期、第

5期），典雅的风格和写实的造型将“故宫玉器”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9 年第一套邮票“金鱼”（见本报第 1 期）是本系列第一组，

感觉上与中国人民邮政 1960年经典的特 38“金鱼”遥相呼应。

2019年有个奇怪的特点，竖版的设计都很靓丽，横板的有点一

般，以上分别为”古典诗词“、”近代画作“、”台湾教堂“、”青花瓷“。

图文布局独树一帜，尤其前两套，完全中西合璧。

这两套”宝岛风情“也算风光大片，比中国邮政的”鄱阳湖“出色很

多。总体来说，台湾邮票的 2019 有惊喜，但也有平淡，尤其是古字

画系列似乎走向衰退。

中国香港
这 4枚“博爱医院百年“，很有 apple 的设计风格，香港设计师

对线条、颜色的解读能力十分现代，值得各地认真领悟。

说到三地同题材，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立意、

设计、配色、印制堪称魁首。

这套“麦理浩径”无疑说明了香港邮票创作理念在两岸四地遥遥

领先，香港 2019年带给我们的是如此出彩。

中国澳门
澳门邮票设计的风格还是偏重西化，2019 年最出彩的邮票个人

感觉是观音诞，可能是因为比较喜欢素雅的风格吧。

澳门今年也发行了普通邮票（见本报第 5期），但说实在的，

不要说在大中华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算比较差的，二十多年来

也没怎么见过澳门的信销邮票了，其意义还真不是用来寄信。

这套两地同题材邮票，澳门设计的“粤港澳大湾区”很直接了当，

中国邮政的这套略显元素过度堆叠，有点炫技的感觉。

作为风景邮票，“泰山”还算过关。2019 年其他邮票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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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成员获赠国产航母邮资机戳封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们来到北京万寿路邮政支局，为 12 月

25 日前回复邮件加入《世界邮票报道》读者会的会员们发送“国产

航母山东号入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彩色邮资机纪念戳实寄封。

礼轻情意重，这个邮资机纪念戳封记录了 2019 年世邮网的成

长：《世界邮票报道》于 6 月 19 日发送中文完整 PDF 版，《邮报

天下》于11月 11日正式创立，总订阅量超过2000，分发数超过6000，

会员达到 257 人。我们愿更快速、更全面、更深入地报道全球邮票

资讯，普及邮票知识，品鉴邮票艺术。热切希望您的加入！

《世界邮票报道》第 44期目录

经典回顾 ........……………………………… 苏伟：斯大林诞辰 140 周年

新邮报道 .. 毛主席纪念堂邮品发行 乔治·艾略特诞辰 200 周年

学术研究 .....………………… 谢磊：各国早期自动化邮票珍品小记

每期一国 ...……………………………… 世邮网：奥地利现代普通邮票

故闻新事 .... 改 1 亚洲版组外品拍出 2019 年中国题材邮票略述

传统集邮 .........……..…………… 普丁：盘点 2019 年世界普通邮票

系列邮票 .…...........………………… 埃兰：伊朗古代文明雕刻版邮票

专题邮票 .....………………………… 刘大有：外国邮票讲述中国故事

邮票目录 ....………………………………… 苏联邮票（1951-1970）目录

邮票百科 .......……… 锷砳：门捷列夫创建元素周期表 150 周年

邮集选登 ...........…………...…… 德国 6框 96 页邮集《自行车》（三）

文章连载 ....….….....………… 邮票上的中华五千年（10）商源周起

钱币世界 .....……………………… 世界硬币大奖 2020 年度提名图录

藏品交流 ....………………………… 普无号正票加组外品 17 枚大全套

编读往来 .....…………………………………………… 迎接崭新的二零年代

PDF 文件超过 10M，邮件分发每天受限在 200 以内，建议网站下载。

加入读者会赠《世界邮票报道》打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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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将会收到纪念封

片戳等小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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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世邮网：www.nopaio.com

彩色打印纸质本《世界邮票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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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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改制有限公司直属中央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正式改制更名为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央管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376 亿元，以邮政、快递物流、

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实行多元化经营。公司及各级分支机构

对国家规定范围内的邮政业务提供普遍服务，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机

要通信、国家规定的报刊发行，以及义务兵平常信函、盲人读物和

革命烈士遗物的免费寄递等特殊服务业务。

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仅仅是多

了两个字“有限”，其中却包括了深远的含义与影响。首先，这意味

着完成了从原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这也响

应了国务院关于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的要求。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 2017 年底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法》登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企

业（不含中央金融、文化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形成有效制

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何日成真？英国三次铸造脱欧纪念币

2019 年 12 月 20 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表决，以 358 票对 234

票通过首相约翰逊达成的脱欧协议。这也就意味着，如无意外，英

国可以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准时脱欧。协议通过后，英国财政部消

息人士称，英国皇家铸币局将在 2020 年 1 月 31 发行数百万枚 50

便士的硬币，以纪念英国脱离欧盟。根据铸币局计划，纪念币背面

将铸有“和平、繁荣、与所有国家友好”的字样。

这将是英国政府为纪念脱欧第三次尝试发行纪念币。第一次是

计划于 2019年 3 月 29 日的英国脱欧，而后则是定于 10 月 31 日的

英国脱欧。每次都在脱欧日期之前铸造了纪念币，但由于脱欧日期

延迟，硬币不得不重新铸造。在鲍里斯·约翰逊被迫寻求国会延长 10

月 31 日的脱欧期限后，政府必须“回收”大约 100 万枚特殊硬币。政

府拒绝透露生产这种已失效货币的成本，称其“具有商业敏感性”。

此次，为了以防万一，英国财政部不会立即铸造整批硬币。据报道，

倘若此次能够如期脱欧，2020 年 1 月 31 日将发行 300 万枚硬币，

截至到 2020 年年底，还将会再发行 700 万枚硬币。

西非共同货币“埃科”于 2020 年面世

八个西非国家在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 12月21日访问科特迪

瓦时宣布将其共同货币的名称改为“埃科”（Eco），从而切断西非法

郎与前殖民统治者法国的联系，马克龙称之为“历史性的改革”。西

非法郎的汇率最初与法国货币法郎挂钩，在过去 20年与欧元挂钩。

贝宁、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

塞内加尔和多哥目前使用西非法郎，除几内亚比绍外，所有国家都

曾是法国殖民地。20年前欧元问世后，西非法郎的比值与欧元锚定，

固定汇率为 655.96 西非法郎兑 1 欧元（1欧元约合 7.8 元人民币）。

法国央行法兰西银行持有西非法郎全部储备的一半，但不牟利。法

兰西银行每年向存放储备的国家支付上限为 0.75%的利息。这种安

排保证了西非法郎可以不受限制地兑换欧元，也促进了区域内部的

资金流动。其纸币和硬币由法兰西银行旗下的一家机构印刷和铸造。

报道称，诞生于 1945 年的西非法郎被很多人视为法国前非洲殖民

地在独立后仍受到法国干预的标志。

法国 2020年邮票发行计划

一、纪念各种事件类 12 套：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建立 800 周年、

Bearn 归属法国 400 周年、海上水文地理学和海洋学管理部门建立

300 周年、法国女网球手苏珊·郎格伦获得网球金牌 100 年、法国解

放勋章颁发 80周年、GR 20 项目 50 年、世界首台机动车蒸汽机车、

法国集邮联第 93次大会、2020 年世界设计之都-里尔、迪拜 2020

年世博会法国馆、法国 2020 年春季邮展、情感邮票；

二、纪念人物类 9套：女政治活动家剧作家古热、贝多芬诞生 250

周年、戴高乐将军逝世 50周年、女古典学家文献学家雅克利娜·德·罗

米伊、演员路易斯·马里亚诺逝世 50周年、女作家 Andrée Chedid

诞生 100 周年、小说家剧作家诗人鲍里斯·维昂诞生 100 周年、诗人

卡杜诞生 100 周年、作家弗雷德里克·达尔；

三、旅游系列类 5套：阿韦龙省的拜·拜登讷、阿列省蒙吕松波旁公

爵城堡、旺代省的拉罗什、摩泽尔省的罗德马、2019年最优村镇；

四、艺术系列类 4套：文艺复兴时期三大画家之一、画家拉斐尔逝

世 500 周年、法国新古典主义女画家玛丽-吉耶米娜·伯诺瓦、法国

摄影家纳达诞生 200周年、一位在世的当代画家；

五、联合发行类 2套：沿地中海国家发行的邮票-地中海的传统美食、

欧罗巴：古代邮路

六、其他题材 14套：欧洲首都-都柏林、航空邮政-气球 150 年、“修

复巴黎圣母院”、自然-“我们花园里的鸟类”、”法国历史的重要时刻”、

邮票节邮票、“收藏角”、“演员-女演员”、“红十字”、“青年”、通信、

“地球与人类”、“中国新年”与“情人节”；

七、另会发行多套含 12 枚邮票的小本票。（来自 丁夫 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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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建亚：首都邮学沙龙的四个“亮点”

在“首都邮学沙龙”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感谢“首都邮学沙龙”的“掌门人”冯清海先生、李国庆先生的盛

情相邀，真诚祝贺“首都邮学沙龙”的周年华诞！

一年前，“首都邮学沙龙”成立的讯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国内邮

坛的广泛关注。“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觉得“首

都邮学沙龙”起码有四个“亮点”：

一是地域优势。北京具有深厚的集邮文化积淀。在苏州金问

涛先生所著《清未民国京畿邮人传略》一书中，传写的当年北京

及周边地区的邮人达 200 位之多。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成为

我国政治中心，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首善之区”。改革开放后，

北京作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及其会刊的所在地，更是顺理成章

地得当代集邮风气之先。“首都邮学沙龙”的应运而生，为新时代北

京集邮活动的开展，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二是邮学定位。普及和提高，是中国集邮事业发展的两个主

题词。普及是提高的基础，提高是普及的前提。“首都邮学沙龙”

以“纯粹的学术组合”为定位，以“邮学研讨”为活动内容，意味着它

侧重于提高，对与邮政、邮票和集邮相关的学术课题进行探讨，

从而倡导和弘扬首都邮坛的学术风尚，提高首都集邮学术水准，

从而推动集邮文化的普及。

三是沙龙形式。“沙龙”原是欧美各国文化界流行的一种小型聚

会方式。国外许多集邮家至今仍习惯于这种活动方式。如今我国

企业家和文化界名流的也常以这种方式聚会交流。“首都邮学沙龙”

首批创始成员包括首都集邮界的资深人士和青年才俊。他们以“邮

学”为念，志趣相投、自愿组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活力的

邮学研探的圈子，通过举办邮学研讨实现“沙龙”的绩效，通过创办

邮学刊物体现“沙龙”的成果。

四是儒商主导。“首都邮学沙龙”的主召集人冯清海先生、执行

召集人李国庆先生，都是既以邮为业又以集邮为好，既是邮市儒

商又是邮坛精英。而参与沙龙发起的何欣，以及首批创始会员中

的何国辉、祝业平等，也都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这是值得关注

和称道的。这使人想起已故上海著名集邮家钟笑炉先生。上世纪

四十年代，他既创建“近代邮学研究社”，又开设“近代邮票商店”。

他主编出版的《近代邮刊》是当时国内声誉最高、发行量最大的

集邮刊物。在“首都邮学沙龙”中的诸位邮界儒商的身上，我们似乎

看到了钟笑炉先生的影子。

前些时我曾为江苏高校的几位教授为集邮做出贡献而发感

慨：“做学问的人关注集邮，是邮坛的幸事。因为这有利于集邮上

档次、出成果。”而“首都邮学沙龙”中以邮为业的集邮精英，对集

邮尤其是邮学研究的关注和倾情投入，同样是邮坛的幸事，同样

有助于集邮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持续发展。

刚才，李国庆先生所作的《总结报告》，实事求是地回顾和

总结了“首都邮学沙龙”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和收获。一年来，“首

都邮学沙龙”以弘扬首都邮学为己任，秉承“开放包容、务实求真、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宗旨，有计划地举办各种专题邮学讲座，

从去年 12 月 26 日成立时何欣先生主讲天安门邮戳，到今天冯清

海先生主讲“新中国早期首日封版式版别研究”，已整整举办了十次。

与此同时，编辑出版学术交流刊物《首都邮学》，组编各类邮集

参展，并与兄弟邮会互动交流等。“首都邮学沙龙”在短短的一年里，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使邮学探讨取得了可喜成果。从文献集邮

的角度看，邮刊是衡量集邮团体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志。《首都邮

学》创刊号，以各时期邮史研究为主，内容丰富，且言之有物，

研之有据。第二期以李国庆的“文”字邮票研究成果为内容推出特刊。

两期刊物既有学术分量，编排和印制也较为精当，出版后受到邮

迷青睐。“首都邮学沙龙”的“成绩单”，表明他们一年前的运作构想

已初步实现。这既是“沙龙”首批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集邮界

尤其是首都集邮家和相关邮会的支持分不开。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首都邮学沙龙”一年来迈出的坚实

步伐，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首都邮学沙

龙”问世毕竟只有一年，拓展空间广阔，探索余地很大。在我们面

临的信息化时代，邮票的使用功能已明显退化，而文化功能却愈

发增强，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邮学研究的兴起。除了中华全

国集邮联合会和各地集邮协会所开展集邮研究活动之外，越来越

多的专类民间邮会突出各自的专项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一定分量

和特色的邮学刊物。希望“首都邮学沙龙”以纪念成立一周年为新起

点，进一步理清思路，高标准谋篇布局，在继续开展学术探讨和

交流的同时，不断提高《首都邮学》的办刊质量，满足对邮学感

兴趣的集邮者多层次多侧面的阅读需求，为活跃和增添首都的集

邮学术氛围，提升首都的集邮学术水准，弘扬我国集邮文化，做

出新的更为显著的贡献！（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18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报国寺“中国收藏会馆”隆重举行

了“首都邮学沙龙”成立大会。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首任馆长孙少颖、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局长成志伟、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

司司长刘建辉、圆明园邮学会名誉副会长王厚邦、著名邮票设计

家马立航、北京市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王秀军、天津文献

集邮研究会会长张效建、北京崇文集邮协会原会长鄂文江、北京

市东城区集邮协会会长刘大有、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会长罗贻

声、北京市丰台区集邮协会常务副会长张路明、北京崇文集邮协

会会长田胜利、北京原地集邮研究会会长张明明、北京大运河集

邮研究会会长韩国光、龙的传人集邮研究会会长汤瑞华、万维生

邮票艺术研究会负责人何梅、《集邮》杂志主编丛志军以及集邮

界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近 80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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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揭秘新版人民币防伪细节

（上接第 1 版）于欣表示，从入行后设计纪念币、纪念钞，他

经历了七八年的学徒生涯，在入行的第 15 年，2019 版人民币提升

设计重任终于交到了他和他的团队肩上。本次改版一方面要保持第

五套人民币原来设计风貌，另一方面要给公众焕然一新的感受，可

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于欣透露了四个防伪细节：

1、“缩微数字”：随着凹版印刷工艺发展，更加细小的图纹能够

被设计在大的图案中，丰富了凹印的层次感，更有效进行防伪。在

100 元、50 元、20元、10 元、1 元的正背面多处区域，都有缩微的

小面额数字，正面大团花底部，也用“微缩数字”打底。

放大的 1元面额、20 元正面团花，可清晰看到微缩的“1”、“20”

2、底纹图案“大换血”：2019 版人民币看似整体图案没有变化，

其实底纹图案已进行重新设计，通过新旧两版人民币对比，可以看

出明显区别。

新旧 1 元、50元底纹对比，左图为新版

3、水印更清晰：水印是纸质钞票的传统防伪要素，它的清晰

与美观是欣赏钞票的重要部分。水印的重点就是要清晰，这很重要

但也很难。本次提升对水印原始的素描文件进行优化提升，以满足

提升版水印高清高亮的要求。（图见第 1版，左图为新版）

4、光彩光变的数字更“炫酷”：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0 元、

20 元、10 元纸币票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改变钞票观察

角度，面额数字颜色出现变化，并可见一条亮光带上下滚动。

大面额数字给新一代光彩光变油墨更多的展示空间。在光源下

通过倾斜票面可以明显观察到色彩的变化，且较 2015 版 100 百元的

大面额数字变化更加精细明确。（图为 50元光彩光变面额）

近年来，中国的钞票设计师们将更多视野投向国际，逐鹿“一带

一路”沿线的国际商业印钞造币市场。我国设计师多次中标国际项

目，并斩获多个国际印钞大奖。目前，中国的钞票设计师已成为世

界钞票设计师协会的重要成员。（据 新华社）

中国唯一自动化邮票已诞生二十周年

来自：天岸集邮

1999 年 12 月 30 日，自 1“中国邮政徽志”自动化电子邮票开始

在北京西客站主楼东侧自助邮局发售使用。这里设有国内第一台试

用中的自动化邮票出售机，由德国Nagler 公司生产，邮票也是德国

印制。采取投币方式，自动实时打印面值，数值颜色为黑色。机设

0.60、0.80、1.50、2.00、2.50、3.70、4.20、5.40、6.40 九种面值。

为迎接第 22 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邮政管

理局决定在西客站建立自助邮局，原定 1999 年 8 月开业，并向国

家邮政局作了请示报告，然而国家邮政局迟迟未予批复，加上设备

调试等因素，致使开业的日子一拖再拖。1999 年 12 月 30 日，北京

西站自助邮局在主楼东侧建成，投放了邮品自助出售机、邮资标签

自助出售机和邮政自助收寄机，同日起试用了内地第一套电子邮票。

在中国邮票目录中，这套电子邮票归属为自动化邮票，编号为

“自 1”。由权忠敏、赵蓉、顾红、呼振源等设计。“自 1”邮票的设计

图稿印样是一张比 A4略大的纸，横式印刷“自 1”邮票彩色设计大图，

约占整张纸的 85%，另外在右下角印有一彩色原大图案。四周有彩

色梯度尺和色标，左下角有彩色色标和“CMYK”数值。中国邮政徽志

的专绿色：C100 M40 Y90，底图的淡绿色是专绿色的 10%，中国邮

政中英文铭记是黑色：K100。样张上的时间是 1999 年 7月 20 日上

午06:07，呼振源又于2003年8月3日在设计图稿印样上签字盖章。

尽管北京西站自助邮局错过了万国邮联大会，却赶上了跨世纪

的千年之交，引发了集邮者的极大兴趣，当时的北京市南区邮电局

精心策划，在自助邮局特设“世纪信箱”开展营销活动，红火了几日。

之后便问津者寥寥，以致门可罗雀。

2001年4月，国家邮政局发出《关于邮资标签使用问题的通知》，

第六条明确指出：“其他未经国家局批准使用的自动收寄机、出售机

所制的邮资标签，其设计印制未纳入国家局统一监管，应当停止使

用，就是指北京西站自助邮局出售的“自 1”邮票，这是国家邮政局明

确叫停“自 1”邮票的文件。2001 年 7 月 3 日，自动化邮票出售机停

止使用，2001 年 8月被拆除，特别发出公告自动化邮票仍可在北京

西站邮局使用。至今，类似自助邮局再无重新启动，“自 1”电子邮票

也就成了我国内地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电子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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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家地区近期新发行邮票纵览

今天是 2020 年元旦，新千年二零年代的第一天，人们在感怀时间流逝的同时，不如从小小的邮票上来理解丰富的自然、历史、科学、

文化知识，来鉴赏完美的设计、雕刻、配色、印刷艺术，对各个国家地区的源起、伟人、成就、象征进行回顾和展望。人类的文明是一

年一年进步的，新的一年希望所有人都得到有益的收获。（鸣谢微信公众号 莲池邮币 提供宝贵资料）

1 朝鲜 1 月 1 日 新年 德国 1月 2 日 贝多芬 西属安道尔 1月 3日 国旗 法国 1 月 3日 设计之都里尔

罗马尼亚 12月12日 留声机（令有1枚小型张）

留声机是早期语音再现工具，由 7台不

同时期的欧洲制造留声机组成，都是 2016

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布加勒斯特藏品。

俄罗斯 12 月 12 日 骨雕

骨雕是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瑰宝，考古发

现，通过对骨头的加工制作是俄罗斯古老的

传统，最早发源于下诺夫格罗德地区。

哈萨克斯坦 12 月 10 日 蘑菇

四色胶板印刷，发行量 6万。蘑菇由菌

丝体和子实体组成，菌丝体是营养器官，子

实体是繁殖器官，蘑菇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朝鲜 12 月 6日 朝鲜的文物

古朝鲜时期到高句丽、高丽到朝鲜封建

时代文物，图案分别为：琵琶形短剑和窄面

铜短剑、金铜一光三存佛、神溪寺乌铜香炉、

测雨器。

白俄罗斯 12 月 6日 《联盟国家条约》

Russia-Belarus Union Treaty 是俄白两

国1999年底签署的关于成立罗斯人联盟国家

的条约，目的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联盟国家。

乌拉圭 12 月 2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70 周年

拉脱维亚 12 月 10 日 武装部队百年 俄罗斯 12 月 6日 对外情报局 泰国 12 月 5日 2019 国庆日 卢森堡 12 月 3日 阿登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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