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版100元纸币为何要采用横竖双号码？

防范拼接变造币提高机识准确率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11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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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高
伟）二季度，全国楼市量价齐涨。易居房地产研究
院针对北上广深等30个典型城市监测统计发现，
二季度30个典型城市楼市成交量和成交价均大
幅上涨。其中，四大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成交均
价创下近五年新高。

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年二季度，30个
典型城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12187元／平方
米，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16.2％，成交均价创
历史新高。易居研究院研究员谢金龙分析认为，一
方面，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成交量的大幅上涨带来成
交价格的较大涨幅；另一方面，前期市场高土地成
本的一些项目集中入市，也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二季度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尤为明显。在价
格方面，一二线城市成交均价都创下历史新高，由
于三线城市去库存任务较重，成交均价环比增幅
轻微下跌。在成交量方面，二季度，一二三线30
个典型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分别为 1225、
4209和923万平方米，环比增幅分别为68.4％、
43.8％和66％，同比增幅分别为83.6％、39％和
54.8％。

值得一提的是，二季度一线城市成交量同比
和环比涨幅最大，成交面积超过2012年四季度
1216万平方米，创近五年历史新高，成交均价则
达到历史新高。

谢金龙分析预测，“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释
放以及购房者看多心理的转变，预计3季度将进
一步巩固楼市复苏的成果”。

二季度一线城市房价
创历史新高

8月10日，股民在沈阳一证券营业部里关注
股市行情。

当日，沪深两市大幅上涨，沪指站上3900
点。截至收盘，沪指报收于3928.42点，较前一
交易日上涨4.92%；深成指报收于13302.96点，
较前一交易日上涨4.31%。 新华社发

沪指涨4.92%
站上3900点

这是在日本东京港拍摄的集装箱船。
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数字显示，得益于国

际原油价格低迷拉低进口额及日元汇率骤跌大幅
提升海外投资收益，今年上半年日本经常项目顺
差额达8.18万亿日元（约合657.5亿美元），是自
2010年以来半年期最大顺差额。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新媒体专电 外媒称，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来自中国和其
他一些地方的买家违反购房法律的行为，澳各地
的多位外国购房者已被要求卖房。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8日报道，澳
大利亚国库部长乔·霍基说，数位外国投资者已
被要求出售在悉尼、布里斯班和珀斯等城市的6
处房产。这些房产价值在15.2万到186万澳元
（1澳元约合4.6元人民币）之间。

报道称，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霍基透露，调查
发现了462起可能违反外国人购房规定的案件。

随着一飞冲天的房价让许多澳大利亚公民
买不起房子，保守党政府面临着降低房价并控制
购房者的买房浪潮的压力，一些人担心这种投资
浪潮可能令市场发展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并随着
经济增长放缓而导致市场暴跌。

报道称，人们担心，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等地
的资金可能加剧住房问题。4月份，澳大利亚外
国投资审核委员会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澳大
利亚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地，去年中国在澳大利
亚的投资总额达到277亿澳元，其中购买房地产
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

外媒报道澳洲严打非法购房行为

多位外国购房者
被要求卖房

五问百元新钞

日本上半年经常项目
顺差创五年来峰值

图解百元钞防伪特征

2015年版100元纸币正面

2015年版100元纸币背面

看了央行公布的新版百元纸币图
案，有网友评论：“感觉和现在的没有
太大区别”。

其实认真对照，和旧版百元钞相
比，在这一张小小的票面上，多处细节
进行了调整。根据央行答记者问，新
旧两个版本100元票面调整做了多处
改动：如票面中部增加了光彩光变数
字、票面右侧增加了光变镂空开窗安
全线、票面右侧增加了竖号码。

新加的光彩光变数字“100”，位于百
元纸币票面正面中部、“中国人民银行”
字样下方。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垂直
观察票面，数字“100”以金色为主；平视
观察，数字“100”以绿色为主。随着观察

角度的改变，数字“100”颜色在金色和绿
色之间交替变化，并可见到一条亮光带
在数字上下滚动。据介绍，光彩光变技
术是国际钞票防伪领域公认的前沿公众
防伪技术之一，公众更容易识别，目前已
有包括欧元区、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
和地区采用此技术印钞。

新加的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位于
票面正面右侧。当观察角度由直视变
为斜视时，安全线颜色由品红色变为
绿色；透光观察时，可见安全线中正反
交替排列的镂空文字“￥100”。光变
镂空开窗安全线对光源要求不高，颜
色变化明显，同时集成镂空文字特征，
有利于公众识别。

新版百元钞采用了横竖双号码，
并改变了原有的冠字号码字形，更符
合公众识别习惯和机器读取要求，有
利于冠字号码的识别与记录，也有利
于防范变造货币。

除此之外，此次百元纸币细节处
还做了不少“减法”。如正面取消了票
面右侧的凹印手感线、隐形面额数字
和左下角的光变油墨面额数字，背面
取消了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右下角
的防复印标记等。

央行称，2015年版100元纸币，在保
持规格、主图案、主色调等与2005年版
100元纸币不变的前提下，采用了先进的
公众防伪技术，使公众更易于识别真伪。

国际防伪前沿技术：光彩光变

新版百元纸币还“待字闺中”，好
奇的人们只能通过央行官网公布的图
案一睹“芳容”。

那么，为什么要推新钞？最直接
原因是与防范伪钞有关。伪钞是纸币
的“天敌”，从纸币诞生那一天起，设
计、印刷一直在与伪钞作斗争。这次
新版百元纸币，与上一版百元纸币相

隔10年。10年间，制造假币的技术在
“发展”，人民币设计印刷技术又有了
新的飞跃。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假币安检
年均立案在1000起左右，假币犯罪
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近期有反弹苗
头和抬头迹象。2012年至2014年，
全国公安机关分别缴获假币3.29亿

元、4.15 亿元、5.32 亿元，增幅都在
25％以上。

央行有关负责人10日表示，一些
不法分子不断利用新技术来伪造人民
币，给公众识别带来了困难。为更好
地保护人民币持有人的利益，需要根
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钞票的
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

缘何更换：防伪升级是主因

一张张纸币，承载着千家万户的
“身家”。听说百元钞改版的消息，北
京市朝阳区的陈奶奶有了自己的担
心：“新的来了，旧的还能用么？”

“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
纸币发行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
值流通。”央行公告明确指出。这话通
过专业人士的翻译就是，旧版100元
纸币照用不误。

记者了解到，从央行投放和回笼
现金的一贯操作流程看，新版人民币
是通过回笼银行上交的残损人民币、
投放等额新版人民币的方式，逐步替

换旧版人民币。简单说，就是“回收残
损票子，用新票子替换”。这个过程发
生在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并不需要
个人前往银行专门兑换。

熟悉该流程的专家告诉记者，纸
币的新老交替是一种自然的吞吐过
程，新币完全取代老币，需要5年、1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99版的百元钞如
今在市面上已很难看到”。

业内专家指出，不同于纪念钞、首
日封，民众不用刻意兑换新币，或许在
银行拿工资、ATM机上取钱时，新版
百元钞就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
任曾刚说，当这一过程持续发生，就会
出现旧版纸币越来越少，乃至几乎在
流通中看不见的情况。但即便旧版纸
币在流通中看不见了，只要国家没有
宣布停止流通，就依然可以流通。

资料显示，人民币已发行五套。
目前，从1962年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
民币已停止流通，而从1987年开始发
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仍然可以流通。也
就是说，不仅第五套人民币的100元
纸币可以流通，第四套人民币的100
元纸币依然可以使用。

新版来了，旧版照样用

纸币的更新是不断持续的过程，多
个版本尚在共存流通。那么，此次新钞
上位，对百姓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
响？新钞“来袭”，手中的钱会不会被“稀
释”了，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关于新版人民币发行会不会增加
货币供应量，专业人士的回答很干
脆——“不会”。曾刚说，央行是通过
残损人民币以旧换新的方式发行新版
人民币，M0（流通中的现金）不会因纸
币版本变化而增加。所以，发行新版
纸币不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

通胀压力。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的杨杰

经营着一家杂货店，每天少不了与百
元钞打交道，验钞机是他最得力的助
手。他有疑问：“钞票换了容貌，验钞
机认吗？”据了解，新版百元纸币做了
一些方便机器读取的调整，提高了机
读性，相关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由于
防伪技术的升级，现有验钞机虽不涉
及更换，但需要升级。

目前，有多个版本百元纸币在现
实中流通。对此，中国建设银行安徽

省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单从第五
套这三个版本百元纸币来看，主图案、
主色调、尺寸规格没有变化，只在局部
有改进，“识别假币，人人有责。需要
民众在日常中做有心人，从人民银行
官方网站等多各渠道了解票面特征和
防伪特征等相关信息”。

央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
年10月起，公众还可在银行业金融机
构网点领取2015年版100元纸币宣
传手册，相关宣传也将深入社区、行政
村。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专电）

现有验钞机需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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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微播）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公告，定于今年11月12日起发行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
纸币。央行有关负责人就新版100元纸币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图案与2005年版有何不同？

规格、正背面主图
案、主色调不变，
图案做了调整
答：2015年版100元纸币在保

持规格、正背面主图案、主色调等不
变的情况下，对图案做了以下调整：

正面图案一是取消了票面右侧
的凹印手感线、隐形面额数字和左
下角的光变油墨面额数字。二是票
面中部增加了光彩光变数字，票面
右侧增加了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和
竖号码。三是票面右上角面额数字
由横排改为竖排；中央团花图案中
心花卉色彩由桔红色调整为紫色，
取消花卉外淡蓝色花环；胶印对印
图案由古钱币图案改为面额数字

“100”，并由票面左侧中间位置调
整至左下角。

背面图案一是取消了全息磁性
开窗安全线和右下角的防复印标记。
二是减少了票面左右两侧边部胶印图
纹，适当留白；胶印对印图案由古钱币
图案改为面额数字“100”，并由票面
右侧中间位置调整至右下角；面额数
字“100”上半部颜色由深紫色调整为
浅紫色，下半部由大红色调整为桔红
色；票面局部装饰图案色彩由蓝、红相
间调整为紫、红相间。三是年号调整
为“2015年”。

答：2015年版100元纸币增加
了防伪性能较高的光彩光变数字、光
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埋安全线
等防伪特征，提升了人像水印等防伪
性能，改变了原有的冠字号码字形并
增加了竖号码。根据防伪技术的新
发展，取消了2005年版100元的光
变油墨面额数字、隐形面额数字、凹
印手感线3项防伪特征。总体来看，
防伪技术水平有明显提升。

一是光彩光变数字。光彩光
变技术是国际钞票防伪领域公认
的前沿公众防伪技术之一，公众更
容易识别。2015年版100元纸币
在票面正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数
字。垂直观察票面，数字“100”以
金色为主；平视观察，数字“100”以
绿色为主。随着观察角度的改变，
数字“100”颜色在金色和绿色之间

交替变化，并可见到一条亮光带在
数字上下滚动。

二是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
位于票面正面右侧。当观察角度
由直视变为斜视时，安全线颜色由
品红色变为绿色；透光观察时，可
见安全线中正反交替排列的镂空
文字“￥ 100”。光变镂空开窗安
全线对光源要求不高，颜色变化明
显，同时集成镂空文字特征，有利
于公众识别。

三是对原有的一些防伪技术
和印制质量进行了提升。如，人像
水印清晰度明显提升，层次更加丰
富。采用了横竖双号码，并改变了
原有的冠字号码字形，更符合公众
识别习惯和机器读取要求，有利于
冠字号码的识别与记录，也有利于
防范变造货币。

2015年版100元纸币
为何要使用两条安全线？

安全线是人民币
的重要防伪特征
答：安全线是人民币的重要防伪特

征。2015年版100元纸币设计了两条安
全线。其中，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线宽4毫
米，其光变性能对光源要求不高，颜色变化
明显，集成镂空文字特征，更加有利于公众
识别。磁性全埋安全线采用了特殊磁性材
料和先进技术，机读性能更好。另外，光变
镂空开窗安全线和磁性全埋安全线分别位
于票面两边，也有利于防止变造人民币。

公众如何获得2015年版
100元纸币的详细信息？

10月起公众可从银行
网点领取宣传手册
答：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微博、手机

报及其他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将向
公众发布2015年版100元纸币票面特
征和防伪特征等相关信息。同时，2015
年10月起，公众还可在银行业金融机构
网点领取2015年版100元纸币的宣传
手册，我们也会组织金融机构张贴宣传
画，并深入社区、行政村等开展广泛宣
传。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答：近年来，我们发现一些
不法分子采用真假拼接的办法
变造人民币；此外，由于人民币
在使用过程中各部位磨损不同，
单一号码会增大机具设备误判

率。针对以上情况，2015 年版
100 元纸币采用了横竖双号码，
以达到防范拼接变造币和提高
机具对钞票冠字号码识别准确
率的目的。

2015年版100元纸币防伪和印制有哪些改进？

三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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