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枚普通的邮票，既是实用工具，也可以作为收藏对象和投资品种。方寸之间，兼具审美与投资双重属性

▲ 对于投资者而言，邮市如股市，选不好品种，看不透品相，把握不好入场时机，就会亏损。同时投资者还需

提防假票、修补票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境 外 消 费 如 何“ 喜 刷 刷 ”
杜 铭方寸之间有洞天

本报记者 李 哲

★ 课 堂

【“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发生的】

①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
过度依赖外需。②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
上升。③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偏弱。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
分配，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
增长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带来“中等

收入陷阱”。

【GDP目标是如何确定的】

一般来说，有 3 种理念和方法：①经
验式方法，即根据过去多年和近年情况，
以及预计的当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走向而作
出判断。②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把过
去的数据和可能发生的情况输入模型中进
行模拟后得出。③根据对潜在增长率的测
算确定计划年份的增长速度。

【房价收入比】

指一套住房的价格是一个家庭年收入
的多少倍，是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

住房支付能力评价时所采用的主要指标。
一般来说，房价收入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大城
市的房价收入比一般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的
房价收入比。

★ 茶 座

【怎样做好小老板】

①身先士卒：老板是业务骨干；②聚
焦：业务有核心，不能遍撒网；③捞大鱼：紧
盯重点客户；④人脉：多结交跟自己业务有
关的朋友、前辈，不要太有功利心；⑤现金

流：不要花光自己最后一分钱，给自己留余
地；⑥搭班子：培养两个得力的兄弟；⑦抵
制诱惑：打牢基础，不冒进。

【手表与公平】

工人向朋友抱怨：“活是我们干的，
受到表扬的却是组长，最后的成果又都变
成经理的了，不公平。”朋友说：“看看你
的手表，是不是先看时针，再看分针，运
转最多的秒针你却看都不看一眼”。感到
不公平就努力去改变，抱怨没用。

【你了解客户需求吗】

第一天，小白兔去钓鱼，一无所获。

第二天，又去钓鱼，还是如此。第三天它
刚到，一条大鱼从河里跳出来，大叫：你
要 是 再 敢 用 胡 萝 卜 当 鱼 饵 ，我 就 废 了
你。启示：工作中，你给的往往都是你自
己“想”给的，却不是客户想要的。

【超市的秘密】

①停车场用红色展示折扣，而超市红
标未必折扣；②购物车非常大；③把蔬菜放
在入口，以吸引顾客；④面包、牛奶、鸡蛋本
是早餐组合，但故意不放一起，让顾客逛一
圈；⑤顾客习惯从右向左购买，右边通常摆
贵的；⑥小地板砖让顾客放慢脚步。

（文/王 琳整理）

作为实用工具，人人都曾使用；作为收藏
对象，门槛低到可忽略；作为投资品种，价格
涨落让人“心跳”。这就是普通而又神奇的邮
票。小小方寸之间，兼具审美与投资双重属
性，区区几分面值却可实现近千万元售价。

岁末年初，最新生肖邮票——由韩美林
操刀的丁酉鸡年邮票刚刚发行，2017 年的套
票、年册、小版张等邮票也将陆续问世。这些
新鲜血液的注入，能给集邮市场带来哪些变
化？

猴票的“天下”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马甸邮币卡市场，
是中国两大邮币卡市场之一，业界号称“在这
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邮票”。在马甸市场逛
上一圈，你就会发现，“出镜率”最高的邮票就
是那只端坐在红布上的猴子——1980 年发
行的猴年生肖邮票，俗称 80 版猴票、“庚申
猴”，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猴票或金猴。

在马甸邮币卡市场，不少卖家打出“高价
收购猴票”的广告，很多摊主在装修摊位时就
拿 80 版猴票的形象当作招贴画。更为普遍
的是，几乎所有邮票柜台最醒目的位置都被
80 版猴票所占据，或单枚或四方联或整版。
满眼望去，红通通的一片，仿佛邮市就是猴票
的天下。

猴票到底有多火，究竟值多少钱？在目
前市场上，视品相的不同，单枚 80 版猴票的
售价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四方联和整版
邮票（8×10）的价格更高，品相较好的整版猴
票售价超过百万元。其最初的发行面值仅为
8分钱，超过万倍的溢价让人咋舌。

如果探究 80 版猴票如此“值钱”的原因，
可以列举出首枚生肖邮票、美术大家设计等
诸多因素。80版猴票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
生肖邮票，图像美观，印刷精致。猴票背景为
红色，图案是由著名画家黄永玉绘制的金丝
猴，整体设计由邮票总设计师邵柏林完成，雕
刻部分由姜伟杰操刀，采用影写版与雕刻版
混合套印的方式印刷，由北京邮票厂印刷。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3）中记
载，80版猴票的发行量为500万枚。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市场上意义
重大、设计精美、更为稀少的邮票绝不在少
数。市场为何独独青睐 80 版猴票？应该说，
是“炒作”成就了猴票。逛一逛邮币卡市场，
就可以发现，80版猴票的存世量实在不小，很
难用珍稀来形容，而正是存世数量较大，才具
备被炒作的条件。

受 80 版猴票的带动，生肖邮票成为了邮
市的一个主流板块。甚至有人说，80 版猴票
不仅是整个生肖邮票板块的领头羊，也是整
个邮市行情强弱的风向标，其培养和带动了
无数集邮爱好者和投资者。

2016 年 1 月 5 日，作为第四轮生肖邮票
开篇之作的丙申年猴票正式发行，刚一上市
就受到追捧，不到 10 天，面值 38.4 元的大版
猴票就已实现溢价 21 倍。如今，该票大版的
价格在600元左右。

谁是“票王”

逛市场，满眼都是红彤彤的 80 版猴票，
但从单价而言，它却绝称不上“票王”。在中
国邮票收藏界，若论“票王”，非“一片红”莫
属。

2016 年 12 月 8 日，保利邮品秋拍现场，
1968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
岁》旧票一枚（俗称“大一片红”）以 920 万元
人民币的价格落槌成交。此枚邮票上的邮戳

（销辽宁沈阳 1969 年 4 月戳）清晰可见，其品
相为上中等。

一枚面值仅为8分钱的旧票，拍出近千万
元的价格，让圈外人觉得不可思议。“拥有此
枚邮票是收藏新中国邮票的最终目标”，据北
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一片红”是新中国最珍贵、价值最高的邮
票。据统计，存世新邮票约7枚，旧票3枚。

资料显示，“全国山河一片红”是 1968 年

11月25日由邮电部发行、北京邮票厂印制的
邮票。其中，横版的俗称“大一片红”，竖版的
俗称“小一片红”。

这枚邮票何以如此珍罕？要回答这个
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其发行历史。1968 年
11 月 25 日“小一片红”邮票在北京发行，
发行时间不到半天，一位中国地图出版社
的编辑发现这枚邮票上的中国地图画得不
准确，便通过组织向邮电部反映。邮电部
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邮票全数退回。
但已有个别邮局提前售出了这枚邮票，致
使有少量邮票流出。“一片红”因其存世数
量少，而成为新中国邮票中著名的珍邮，
并名列世界珍邮之列。多年后，市场上出
现了该枚邮票的“双生”，也就是“大一片
红”，其存世量更为稀少。目前，集邮界基
本达成共识，“大一片红”是该种邮票的设
计第一稿。

回顾中国邮票市场，生肖邮票、文革邮
票常常扮演领涨角色。此外，清朝邮票、民
国时期邮票、新中国使用“纪”字为票种标
志所发行的纪念邮票“纪票”、纪念邮票和
普通邮票以外的特定选题邮票“特票”、连
续编号邮票等种类也颇受市场追捧。

爱恨电子盘

无论是作为兴趣，还是作为投资，长久
以来，国人集邮的方法并未有过大的变化。
无论是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预定邮票、到各
种零售机构购买邮票、藏友之间互相交换邮
票、还是到拍卖市场上竞拍邮票，这些行为
总是围绕着那张小小的纸片而展开。

就在 3 年前，新的交易模式诞生了。
2013 年 10 月 21 日，南京文交所钱币邮票交
易中心首批藏品挂牌交易，开启钱邮线上交

易新模式——邮币卡电子盘。邮币卡电子盘
号称是以艺术收藏品为目标，打造线下实物
在线上交易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邮票、
钱币、电话卡、纪念章等实物被证券化，投
资者像买卖股票一样在网上买卖艺术收藏
品。继南京文交所之后，百余家邮币卡电子
交易平台纷纷问世，其涉及人数之多、资金
之巨让人瞠目。

以南京文交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电子盘
为例，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电子盘产品的
上市总金额超过 38 亿元，其现市值总额接
近 260 亿元。其 2015 年总交易量近万亿
元，参与交易人数超过60万人。

走访马甸邮币卡市场，记者发现，不少
商家一边招呼着往来的顾客，一边盯着电脑
屏幕进行电子盘操作。与此同时，不少商户
在经营邮票买卖的同时，也干起了代理商的
生意——帮助客户在各种电子盘上开户。

“电子盘上的邮票价格往往比现货高出
很多倍。”一位代理商说，有的品种线上线
下的价格差距达 10 倍甚至 200 倍。有时，
这种差价过大的现象是因为庄家有意炒作拉
升所致。然而，人为透支藏品价值的行为给
交易平台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近一年
来，行情一直很低迷，大家都希望年后行情
能走好一点。”这位代理商还透露，去年这
一年，无论是现货，还是电子盘，很多人都
没赚到钱。

伴随着丁酉鸡年邮票的上市，2017年的
集邮市场拉开帷幕。近几年来，经历了邮票
市场的大起大落，尤其是电子盘交易的大幅
波动，普通投资者应充分认识到小小邮票也
蕴藏着大风险。对于投资者而言，邮市如股
市，选不好品种，看不透品相，把握不好入
场时机，就会亏损。同时投资者还需提防假
票、修补票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春节长假将至，很多打算出国旅游的
人早已“蠢蠢欲动”了。不管是跟团游还
是自由行，总要为“买买买”备好银行卡和
外汇。您知道在境外如何既方便、安全又
省钱地“喜刷刷”吗？

总的来说，出国旅游时，出于人身安全
和防盗考虑，不建议放太多现金在身边，两
三张信用卡、借记卡和少量现金足矣。通
常大多数国家的正规酒店和购物、餐饮场
所均支持我国发行的银联卡；甚至不少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已开始支持支付宝、微信
付款，只要您保持手机通信网络畅通，大可
尽享“无现金生活”之便利。

当前，虽然双币信用卡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但目前仍存量巨大。双币信用卡除
了支持银联之外，还支持 VISA（维萨）、
MASTER（万事达）或美国运通、日本JCB
等国际发卡组织。在境外刷卡时，如无特
殊优惠，建议要求商家尽量优先使用银联
清算通道。这是因为走银联通道手续费
最低，且没有货币转换费；如果走其他通
道，除了要付给银行手续费之外，还要额
外付出 1%至 2%的货币转换费给发卡组
织，无端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如果是单币
信用卡或全币种信用卡，则无此困扰。

不过，很多境外商家会推出刷 VISA
或 MASTER 信用卡打折的促销活动，有
时候优惠力度会超过货币转换费的损失，
消费者可以仔细权衡后再作定夺。

此外，除了银联卡，VISA 等绝大多数
主流信用卡组织都存在动态货币转换费，
有时其中的汇率差价甚至达 5%至 10%之
多，而且十分隐蔽。消费者要格外留心，刷
卡时除了免税店的美元计价商品使用美元
结算外，尽量使用当地货币结算，并要仔细
检查pos单据后再签字确认。

同时，为了鼓励消费者境外“喜刷
刷”，很多银行都推出了信用卡境外消费
返现、积分、抽奖等促销活动，当刷卡消费
满足一定条件时，可能有意外惊喜。出行
前，可以咨询发卡银行有关优惠政策及活
动时间，再决定带哪张卡出行。

除信用卡直接消费外，为满足境外餐
饮、购物、付小费等现金需求，少量数额的
当地货币也不得不备。泰国甚至要求每
位入境游客必须随身携带不低于 2 万泰
铢或等值货币的现金，并且会抽检，现金
不足者将被拒绝入境。建议出境前仔细
了解当地的有关规定。

如何准备外汇？一方面，可以在境内
任何一家中国银行提前兑换好当地货币；
如果没有当地货币可供兑换，建议先兑换
成美元，入境后再用美元兑换成当地货
币。这是因为虽然在很多国家也能直接
用人民币兑换当地货币，但往往从汇率上
来说并不划算；而且在境外很多场所和娱
乐项目可直接使用美元消费。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时间为兑换外汇
专门跑一趟银行，使用借记卡在境外ATM
取款机上直接提取当地货币也很方便。通
常在机场入境处就有ATM取款机，只要是
带银联“unipay”标志的均可，而且是按照实
时汇率进行人民币结算，免去了携带大量
现金的烦恼。

当然，大部分银行是收取境外取现手
续费的，只有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包商银
行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对非持有白金卡的
普通用户有免手续费优惠活动。如果您经
常出国旅游，所在城市也有这些银行的服
务网点，不妨办一张他们的普通借记卡；而
且这张卡大多数情况下在境内无论是异地
取现、还是跨行取现也可以免手续费。

为进一步完善交易所市场债券质押
式回购风险管理，前不久，中国结算会
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布实施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风险控制
指引》。

《风控指引》的出台有两方面实际作
用：一是解决了当前回购业务风控指标
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相较于回购质押券
的管理，交易所市场对于回购融资主体
的风险管理较为薄弱。2011年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台 《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
控制风控指引》 仅对经纪客户开展融资
回购交易的杠杆倍数和标准券使用率两
项风控指标作了要求，未对自营和托管
人结算模式下的融资回购交易提出风控
要求，而深圳市场也尚未出台相关风控
指引；二是解决参与机构对回购融资主
体风险管理措施与手段缺乏的问题。当
前，中国结算的结算参与人以及沪、深
证券交易所交易参与人等参与机构对回
购融资主体的管理较为薄弱，主要体现
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仍不完善，风
控管理的措施与手段较为缺乏，对回购
规模、回购杠杆等风控指标的监测以及
数据报送制度尚未建立。

据介绍，此次 《风控指引》 对自
营、经纪和托管人结算等三种业务模式
下的回购融资主体进行规范和管理，并
要求经纪模式下的券商和托管人结算模
式下的托管人 （中国结算的结算参与
人） 分别加强对经纪客户、托管客户回
购风险的监测和管理。自营业务模式下
的回购融资主体包括证券公司自营、保
险机构自营以及其他机构自营；经纪业

务模式下的融资回购主体包括通过证券
公司经纪通道进行交易结算的个人、机
构、产品等；托管人结算业务模式下的
融资回购主体包括通过非经纪通道进行
交易，并且委托托管人 （中国结算的结
算参与人） 办理结算的产品、机构等。

值得关注的是，《风控指引》对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提出三大要求。上交所相
关人士介绍说，由于 《风控指引》 主要
是调整和规范回购融资行为，因此主要
对融资回购交易提出了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要求，没有涉及融券回购 （出借资
金） 交易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融券回
购交易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继续遵照现
行相关业务规定。《风控指引》主要对融
资回购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出了以
下要求：一是明确参与融资回购业务的
合格投资者准入标准；二是要求参与机
构接受合格投资者委托办理融资回购交
易结算前，必须签署债券质押式回购委
托协议，并要求投资者签署风险揭示
书；三是要求经纪券商建立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的相关工作制度和操作指引，切
实履行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职责。

此外，《风控指引》提出了三项一般
风控指标。一是延续原上交所风控指引
的要求，规定证券公司经纪客户标准券
使用率不得超过 90%；二是为适当控制
回购融资主体杠杆比率，规定回购未到
期金额与债券托管量的比例不得高于
80%；三是为防止低等级信用债入库集
中度过高带来的流动性差、市场价格形
成不充分、盯市管理困难等问题，也为
防止在市场紧张的情况下造成处置困
难，《风控指引》规定AA、AA+级信用
债入库集中度不得超过10%。

融资回购管理有了“2.0版本”
本报记者 温济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