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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 12 月 26 日发行《毛主席纪念堂》普通邮资封、普通邮资片
China Post issues "Chairman Mao Memorial Hall" ordinary postage cover, ordinary postage card on his birthday, December 261

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手绘稿票样

首次公开 将于明年 1 月 3 日拍卖

香港钱币专场将于 2020 年 1 月 3 日至 5日举行，虽然目

前拍卖征集仍在进行，多枚第三套人民币手绘稿票样受到极大

关注。

当时处于文革，货币发行受到影响，国家相关部门决定储

备一套新的人民币，以备不时之需，于是由中央美院的美术设

计师和印钞系统的设计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设计。（下转第 2版）

•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12 月新邮图文介绍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70 周年 相关邮票

• 国庆 70 周年金币设计师讲述创作历程

• 董琪：《中国邮票雕刻凹版口述史》

• 冰岛邮政 10 月 31 日发行两套关门票

• 国庆 7 0 年全国集邮学术研讨会召开

• 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 2020 年 1 月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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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募共建者打造邮票百科知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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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nd drawing draft of third set of RMB

First public and will be auctioned on 2020.1.3

Hong Kong coins & banknotes will be held from January 3

to 5, 2020, although the auction is still under way and a

number of third sets of RMB hand drawing draft have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e tim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decided to reserve a new set of RMB, so the

art designers of the CAFA and PBC of the banknote printing

system participated in the design.（Next to 2nd edition）

• New stamps introduction of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 The designer of 70th Gold Coin tells the course of creation

• Dongqi: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Stamp carving intaglio
• Iceland Post issues two sets of last stamps on 10.31

• 70th National Day Philatelic Academic Symposium held

• Beijing Baoguo Temple Collection Market closed in 2020

• 2019 Beijing Philatelic Exhibition opens on Novemb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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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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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人民币手绘稿票样

按照币面所示时间，这 7种面额手绘稿晚于已正式发行的第三

套人民币，从展品描述可知，这是基于战备需要而重新设计，准备

在一旦面临重大事变全国金融体系瘫痪时进行换用的新人民币。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70 周年 相关邮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NATO，是欧美一些国家为实现防卫

协作而建立的国际军事组织。1949 年，美加比法卢荷英丹挪冰葡意

12 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8月 24 日，该组织正式成立。

目前有 29个成员国。下图为 2019 年发行北约邮票的部分国家。

保加利亚加入北约 15 周年 克罗地亚加入北约 10 周年

科索沃战争 20 周年 北马其顿 北约成立 70周年 1

本组人民币背面图案亦与已发行版大不相同，详见《世界邮票报道》

联合国 2020年邮票发行计划

1 月 2 日 生肖鼠 纽约

1月 10 日 国际联盟百年纪念 日内瓦

2月 7日 普通邮票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3月 3日 濒危物种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4月 22日 国际地球日 国际地球健康年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5月 14 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5月 29日 来自纽约的问候 纽约

8月 20日 国旗系列 纽约

9月 4日 世界遗产：桥梁、水道和铁路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9月 17 日 2020年巴尔干国际邮展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10 月 2日 2020 年奥地利国际邮展 维也纳

10 月 24日 联合国成立 75周年 纽约、日内瓦、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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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澳门台湾 12 月新邮图文介绍

香港 12 月 5日发行“老夫子”邮票，常

规背胶和不干胶各 8枚，小型张 2枚。《老

夫子》漫画风靡华人世界，作者王家禧，

1924 年生于天津，1956 年移居香港，2017

年去世，终年 93岁。

澳门 12 月 20 日发行“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邮票 4枚小型张 1 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二十周年”邮票 6枚小型张 1 枚。

中国台湾 12 月 3日

发行“新年邮票”2 枚，小

型张 1枚；12 月 10 日续

发行“故宫玉器”普通邮票

4枚（图见上期）。

国庆 70周年金币设计师讲述创作历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

英获邀参与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币的设计工作，他借鉴

了中国传统石榴、百合、牡丹

三种象征“团结、和谐、繁荣”

的鲜花，组成一个心形“团花”

图形，再饰以缠枝纹结构的飘

带，又加了中国结的元素。

“围绕这个圆形，有 56朵石榴花。此外，还要留出纪念币面值

‘2000 元’字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文字的位置，

这都是在设计里面要考虑的元素。”吴冠英说。

吴冠英今年 64岁，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之一，

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中国东盟博览会吉祥物“合合”都出自他手。

董琪：《雕刻时光：中国邮票雕刻凹版口述史》

本书是中国首部邮票雕

刻凹版发展史研究的著作，是

中国首部以从业者的经历，以

亲历者的视角，以中外“雕刻

凹版”艺术为主线，多层次多

角度展示了这一界域的渊源

与魅力。这部书回顾了中国邮

票雕刻凹版的发展历程、时代

背景、名家名作，让还在躬耕

于方寸艺术领域的邮票的雕

刻家、设计家、集藏家、印制

专家以及美术家等人物出面，

以见证者、亲历者、评论者等

多个视角，讲述了邮票以及在

邮票中“尽精微”的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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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2.09 No.3 • Post Sky ☆ 邮报天下 • edit@wostar.net 4-4 •

中国邮政将发行《毛主席纪念堂》普资封片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国邮政将发行《毛主席纪念堂》普通邮

资封和普通邮资片，本套封片的发行信息在发行前不到一个月才进

行发布。1977 年 9月 9 日，曾发行 J22“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

席纪念堂”纪念邮票 1 套 2 枚，第 2枚印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字样。

冰岛邮政 10 月 31 日发行两套关门票

冰岛邮政 8月 20日宣布 2019 年底停止发行邮票，当时震惊集

邮界。10 月 31 日，冰岛最后两套邮票“圣诞节”和“冰岛当代艺术：

80年代绘画”发行，这也意味着冰岛关门票正式登场。冰岛 1873 年

开始发行邮票，至今 146 年，每年发行品种不多，累计发行 1600

枚左右，2019 年共发行邮票 27枚。当下欧洲邮政现代化程度很高，

自动邮资处理系统发达，邮票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

国庆 70年全国集邮学术研讨会召开

12 月 3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集邮学术研

讨会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召开，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杨利民、

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主任张力扬、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孙蒋涛等出席。

3月起，全国集邮联组织了集邮学术论文征集评选活动，本次

研讨会对征集评选结果进行了发布，论文获奖者相继发言，分享他

们的研究成果。

北京报国寺收藏市场 2020年 1 月关闭

11 月 25日，北京报国寺商户接到市场管理部门的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原有承租商户不再续约租赁。至此，全国藏友心中

的圣地——北京报国寺市场将成为历史。

报国寺的中国古币、银元以及外国钱币、邮票的收藏首屈一指；

另外像古旧书、古瓷片等杂项也独领风骚。不管从商家数量、藏品

质量，还是高手水平上，报国寺古玩市场都是北京城的头份儿。

2019 北京市集邮展览 11 月 29 日开幕

11 月 29 日上午，“2019 北京市集邮展览暨鼓楼集邮研究会成立

40 周年集邮展览”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开幕。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会长杨利民，北京市集邮协会会长章干泉，范小荣、焦晓光、李新

中、朱敏、王宏伟等领导和嘉宾出席，150 多位邮迷现场见证邮展

开幕。（图为北京市集邮协会副会长李近朱主持开幕式）

本次邮展展品来自北京市 22 个区、直属集邮协会和团体集邮

组织，邮展总规模为 152 部 525 框，其中，非竞赛展品 18 部 79 框，

其中包括著名的吴书庆《中国天安门图案普通邮票》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