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②②

①①③③

④④

⑦⑦

⑧⑧⑨⑨

⑩⑩⑩

⑥⑥

⑤⑤ 

①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光彩光变面

额数字“50”。

②调整中部装饰团花的样式。

③左侧增加装饰纹样。

④调整左侧横号码的样式。

⑤调整左侧胶印对印图案的样式。

⑥取消左下角光变油墨面额数字。

⑦右侧增加动感光变镂空开窗安全

线。

⑧右侧增加竖号码。

⑨调整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式。

⑩调整右上角面额数字的样式。

取消右侧凹印手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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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版人民币票面特征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⑥⑥

①光彩光变面额数字：位于票
面正面中部。改变钞票观察角度，
面额数字“20”的颜色在金色和绿
色之间变化，并可见一条亮光带上
下滚动。

②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位于
票面正面右侧。改变钞票观察角
度，安全线颜色在红色和绿色之间
变化。透光观察可见“￥20”。

③雕刻凹印：票面正面毛泽东
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
名、装饰团花、右上角面额数字、
盲文面额标记及背面主景等均采用
雕刻凹版印刷，触摸有凹凸感。

④花卉水印：位于票面正面左
侧。透光观察，可见花卉图案水印。

⑤白水印：位于票面正面左侧
下方。透光观察，可见面额数字

“20”。
⑥胶印对印图案：票面正面左

下角和背面右下角均有面额数字
“20”的局部图案。透光观察，正背
面图案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

“20”。

2019年版人民币防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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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底，央行宣布将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起发行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0 元、
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
消息一出即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表示，在
电子支付时代，纸币和硬币已经渐渐退出人
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还需要现金吗？

近年来，随着刷卡支付、手机支付甚至
刷脸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现金
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在下降。进入 2017年，以
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商将“无现
金”概念炒得火热，“无现金社会”“无现金
日”等说法一时充斥网络，一些拒收现金的
案例频现报端。电子支付本是件好事，但也
不能因此否定现金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和作
用。

现金在今天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首先是由其法定地位决定的。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人民币

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是我国法定货币，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绝使用，否则就是违
法行为。在各类支付场景中，现金的使用范
围最广，不管使用者是谁，有没有开通电子
支付，也不管支付对象是谁，任何人都不必
担心无法用现金交易。现金体现国家信用，
是交易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要对拒收现金
的行为坚决说不。尽管移动支付有其优势，
但从应用场景普适性来看，还是现金最强。

其次，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于特定人群，

在特定交易场景，现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幅员辽阔，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电子支付
覆盖存在盲区和死角。现金在一些偏远地区
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交易市场中具有基础
性地位，不容动摇，“无现金社会”并未全面
到来。即使在一些长期推行电子支付的发达
国家，现金也依然存在。从使用者角度说，一
些中老年人用起手机支付来感到困难，有的
没有智能手机，不具备使用条件；有的认为
电子支付不像现金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觉得

不安全；有的觉得用起来麻烦，还得麻烦子
女指导。对他们来说，现金依然非常重要。此
外，遇到手机没电、忘带手机、停电等情况
时，现金交易的可靠性就凸显出来了。

除了交易功能外，现金还凝聚着一个国
家的历史和文化，是国家的名片和国家形象
展示的平台，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各
国货币千差万别，有的上面印有开国领袖或
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画像，有的印有
当地物产与自然风光，有的印有本国人民的

画像，不一而足。由此可见，现金在具有交易
功能的同时，也是该国人文历史、自然地理
乃至国家政治的生动呈现，这也是很多游客
到国外旅行喜欢收集当地货币留作纪念的
原因。

总而言之，不同支付方式有其不同的功
能定位和使用场景，不可厚此薄彼，向现金
举红牌，说“OUT”。中国已经形成现金、银
行卡、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并存的多样化
支付工具体系，多元支付的和谐发展将是未
来交易市场的主导趋势。

现金，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它
张鹏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作为共
和国名片，人民币刚刚在 2018年 12月 1日度过自己
的 70 岁生日。70 年来，人民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
经济主权的象征，伴随着共和国孕育、诞生和成
长，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时移世易，人民币也在不断“进化”。今年 4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将于 2019 年 8 月
30日起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
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

新版人民币有哪些新特征？应用了哪些防伪技
术？为何新版纸币中没有100元与5元？本报记者就
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为何要发行新版人民币？
更新换代正当时

《韩非子》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对
于印钞造币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速
度令世界瞩目，与之相应的现金流通情况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同时在安全防伪领域，也时时刻刻上演
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追逐赛。假币伪造形
式多样化，货币防伪技术更新换代加快，这些都对
人民币的设计水平、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提出了更
高要求。

据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介绍，今天中国公民所
使用的人民币，是199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68 号发行的第五套人民
币。其后，为了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中国人
民银行又分别于 2005年 8月发行了 2005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部分纸硬币，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了新版 100
元纸币，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土豪金”百元钞票。

也就是说，迄今为止，50 元、20 元、10 元、1
元纸币和 1 元、5 角、1 角硬币已发行流通了十多
年，也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候。因此，中国人
民银行在今年4月发布公告称，“为了适应人民币流
通使用的发展变化，更好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持有人
利益，提升人民币整体防伪能力，保持第五套人民
币系列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 2019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 50 元、20 元、10 元、1 元纸币和 1 元、5 角、
1角硬币。”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告诉记者，此次发行新版
人民币，是在保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主图案等相关
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对票 （币） 面效果、防伪特征
及其布局等进行了调整，采用先进的防伪技术，提
高防伪能力和印制质量，使公众和自助设备易于识
别。

同时，针对有网友提出的“发行新版人民币是
否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表示大家完全无需担心，发行新版人民币只是流通
中现金的版别发生变化，这是以旧换新，对流通中
现金数量不会产生影响，更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硬币形制铸造有何变化？
5角硬币由黄变白

此次新版人民币发行，硬币也有许多调整。最
大的变化当属5角硬币。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5角
硬币始终以其金黄色的色泽，与其他硬币区别开
来，显得“特立独行”。的确，从1980年中国第一次铸
造5角硬币起，5角硬币就是黄色的，一直持续至今。

而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 5 角硬币，颜色却
由原先的金黄色变为了镍白色。这是为什么呢？

据介绍，金属硬币的颜色由其材质决定。以往5
角硬币呈现黄色，是由于其基本材质均为含铜合
金。从 1980 年至今，中国境内流通过的 5 角硬币，

分别用过铜、铜锌合金、钢芯镀铜合金等材质。我们
今天使用的5角硬币，属199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角硬
币，其材质就是钢芯镀铜合金。

而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 5 角硬币，材质将全
部改为钢芯镀镍。自然硬币颜色也就由金黄色变为了
镍白色。

那么，5角硬币为什么要改变材质呢？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告诉记者，首先，由钢芯镀

铜合金改为钢芯镀镍，硬币的抗变色性能将明显提
升；其次，199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角硬币采用的钢
芯镀铜合金生产工艺，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属于拟淘
汰的落后工艺，故不再使用。

此外，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也解答了记者其他一
些疑问。比如新5角硬币正背面内周缘由圆形调整为多
边形，是为了方便特殊群体 （弱视） 识别；新1元硬币
直径由25毫米调整为22.25毫米，直径缩小11%，是为
了便于公众携带使用。

在防伪技术上此次发行的新硬币也有创新。例如
在新 1 元硬币正面面额数字轮廓内有一组隐形图文

“￥”和“1”。转动硬币，从特定角度可以观察到
“￥”，而从另一角度则可以观察到“1”。这种隐形图
文雕刻技术是国际造币领域公认的先进公众防伪技
术，新1元硬币增加隐形图文特征后，防伪性能将明显
提升，公众也更易于识别真伪。

纸币防伪印制技术有何创新？
更多纸币“亮晶晶”

如果大家拿出 2015 年版 100 元纸币，与较早发行
的其他面额纸币作对比，最直观的不同就是前者票面
中部的面额数字更“闪亮”，随着观察角度的改变，数
字“100”的颜色会在金色和绿色之间交替变化，并可
见到一条光带在数字上下滚动。这种“亮晶晶”的效
果也是人们送它“土豪金”外号的由来。

而 2015 年版 100 元纸币之所以有这种效果，是因
为在面额数字中运用了光彩光变技术。曾经这种技术
让 2015 年版 100 元纸币在它的纸币“兄弟”中“鹤立
鸡群”，而其他面额的纸币则终于借2019年新版人民币
的发行“打了场翻身仗”。

据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介绍，在现行第五套人民
币纸币 （2005年版50元、20元、10元纸币，1999年版
1元纸币） 防伪技术基础上，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
元、20 元、10 元纸币也都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
拥有了“亮晶晶”的效果。

不仅如此，2015年版100元人民币应用过的光变镂
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埋安全线、竖号码、白水印等
防伪特征，这次也都运用到了50元、20元、10元纸币
的身上。可以说，原来“哥哥”有的，这次“弟弟”
们基本都有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说法，“50元、20
元、10元、1元纸币与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
币的防伪技术及其布局形成系列化”。

不仅有加法，此次新版人民币的防伪技术也做了
一些减法。比如50元、20元、10元纸币取消全息磁性
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50元纸币取消光变油墨面
额数字。而 1 元纸币则增加了磁性全埋安全线和白水
印。总体看，新版人民币应用的防伪技术更加先进，
布局更加合理，整体防伪能力较现行纸币有明显提升。

对于人们热议的“5元纸币去哪儿了”的问题，中
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持续加大货币
印制新技术的研发力度，为提高人民币防伪能力和流
通寿命，目前选择面额较低、流通量较小的5元纸币进
行相关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其发行工作另做安排。”

神秘的 5 元纸币究竟会应用哪些新技术和“黑科
技”？会不会像坊间盛传的那样变成塑料钞？仍需要我
们等待和观察。

8月30日起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揭 开 新 版 人 民 币 的 面 纱
本报记者 韩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