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阳互补对印图案遥 应
用于 1999 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的 100 元尧50 元尧10 元券
和 2005 版的 100 元尧50 元尧
20元以及 10 元券遥 在这些
券别的正面左侧和背面右
侧袁 都印有一个圆形的局部
图案袁 当我们透过光线观察
时袁 这两幅图案会精确重合
在一起袁 并组成一个完整的
古钱币图案遥

上述图案采用对印技术
印制而成遥 对印技术是迄今
为止胶印中最为有效的防伪

技术袁 是印钞专用机具的一
项特殊功能袁一次进纸袁正背
面同时印刷袁 因而能制作出
重合精准的对印图案遥

鉴别第五套人民币对印
图案的正确方法是院 面对光
源透光观察袁看正尧背面两幅
图案是否能够精确地对接曰
若为假币袁则正尧背面的两幅
图案会出现错位现象遥

识别假币第五招院检查对印图案

人民币真伪简易识别方法人民币管理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十九条 禁止伪造尧 变造人民
币遥禁止出售尧购买伪造尧变造的人民
币遥 禁止运输尧持有尧使用伪造尧变造
的人民币遥 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遥 禁
止在宣传品尧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
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遥

第四十二条 伪造尧 变造人民币,
出售伪造尧变造的人民币 ,或者明知
是伪造尧变造的人民币而运输 ,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
留尧一万元以下罚款遥

第四十三条 购买伪造尧 变造的
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尧变造的人民
币而持有尧使用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
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尧一万元以下
罚款遥

第四十四条 在宣传品尧 出版物
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
样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改正,并
销毁非法使用的人民币图样 ,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

第一百七十条 伪造货币的袁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袁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曰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袁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尧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袁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院

渊一冤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曰
渊二冤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曰
渊三冤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遥
第一百七十三条 变造货币袁数

额较大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袁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金曰数额巨大的袁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袁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遥

识别假币第一招院看裁切和粘贴痕迹
为什么要留心票面上的裁切和粘贴痕迹呢钥 因为这

是野拼凑假币冶的典型特征遥 不法分子将假币和真币分别
裁切尧分割后又相互拼贴在一起袁这样就会使假币也具
有了一部分真币的票面特征袁如果您在鉴别时只检查了
真币票面部分袁就很容易造成误收遥 在许多已收缴的野拼
凑假币冶上袁真币票面所占的比例往往要大于假币票面
比例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此种假币的欺骗性遥

那么袁当我们遇到
这类可疑币时应该如
何鉴别呢钥 首先袁可以
根据裁切和粘贴痕迹
将票面划分为若干个
相对完整的区域袁接着
分别检查每个区域中
的防伪特征袁以此推断
出其是否由真假票面
粘贴而成遥

识别假币第二招院检查水印
水印是经典尧传统的纸币防伪技术遥 虽然被称为野水

印冶袁但它绝不是野印冶在钞票上的浴 在造纸过程中袁通过
复杂的设备和工艺袁 使纸张纤维的分布产生特定变化袁
纤维分布密集的部位透光性较弱袁 看起来颜色较深曰纤
维分布稀疏的部位透光性强袁看起来颜色较浅遥 这种透
光性差异就形成了水印图案遥 所以说水印是内含在纸张
中的袁是钞票纸张的组成部分袁与纸张融为一体遥 看似简
单的水印图案袁其实需要大型尧精密的工业设备才能生
产出来袁其技术复杂袁成本高昂袁造假犯罪团伙很难制造
出真正的水印图案遥

第三步院检查票面左侧纸
张是否异常遥有的假币通过在
纸张夹层中涂布白色的浆料
来模拟水印图案遥这种假币的
特征是院水印图案附近的纸张

明显偏厚袁 透光状态下观察袁
比右侧票面明显偏暗曰被揭开
而又被粘贴在一起的假币纸
张袁仔细观察会发现多有褶皱
感遥

第一步院面对光源袁在
透光状态下观察水印图
案遥 此时袁真币上的水印图
案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袁人
物神态栩栩如生曰 而假币
上的水印图案则显得较为
平淡,人物表情较为呆板遥

第二步院面对光源袁将钞
票置于水平位置袁在不透光条
件下观察水印部位的票面遥有

的假币通过在钞票的正尧背面
使用无色或淡色油墨印刷水
印图案袁 以此来伪造水印效
果遥 这种假币袁当我们面对光
源将其置于水平位置时袁从正
面或者背面的水印窗位置能
够观察到清晰的水印图案袁并
且颜色较深袁而真币此时是看
不到水印图案的遥

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券
和 50元券正面左下方的面额
数字袁采用了专用的光变油墨
并以凹版印刷工艺印制而成遥
这种油墨是现代防伪油墨中较
为复杂的一种袁具有珠光和金
属效应袁彩色复印机和电子复
印机都不可能复制出来遥 其特
点是在光线照射时袁从不同的
角度观察袁会看到截然不同的
颜色遥 这种印刷特征是其他任
何油墨和印刷方式都无法仿制
的遥

我们将纸币的票面置于
与视线垂直的位置袁观察票面
正面左下方的面额数字袁此时
100元券面额数字的颜色是绿
色袁50元券面额数字的颜色是
金黄色曰然后我们将票面慢慢
地倾斜袁当票面倾斜到一定角
度时袁100元券面额数字的颜
色变成了蓝色袁而 50元券面额

数字的颜色则变为绿色遥
此时您手中的钞票若为

假币袁 则无论怎么改变观察角
度都不会产生颜色变化遥 当然

在目前发现的假币中袁 也存在
企图伪造光变油墨防伪效果的
情况遥 其伪造方法是在普通油
墨中掺入珠光粉袁 因此在转动
钞票时袁 随着观察视角的变化
会呈现一定的野闪光冶特征遥 这
种假币其实也比较容易识别袁
因为这种野闪光效果冶仅仅模拟
了真币光变油墨面额数字的金
属质感袁 但绝对不会产生和真
币一致的颜色变化浴

识别假币第三招院检查会变色的面额数字

雕刻凹版印刷技术与传
统胶印技术有很大区别遥 印
刷前袁 油墨被保存在金属印
版的凹槽中袁 在印制时通过
巨大的压力将油墨转移到纸
张上袁 此时一部分油墨渗透
入纸张中袁 另一部分油墨则
野堆积冶在纸面上遥 雕刻凹印
的特点是印刷图纹精细袁具
有明显凸起的手感和独特的
三维效果袁看得见袁摸得着袁
公众识别性强曰 雕刻凹印采
用的印版尧油墨尧印刷工艺尧
设备等技术复杂袁投资巨大袁
成本昂贵遥 印钞行业素来有
野无凹不成钞冶的说法袁雕刻
凹印属于当前最有效的防伪
技术之一遥

第一步院 用手指触摸的
方式检查图案野触感冶遥 第五
套人民币正面毛泽东头像尧
面额数字尧 中国人民银行行
名尧国徽尧盲文符号尧凹印手
感线以及背面主景袁 这些图
案的油墨均高出纸面袁 用手

指触摸时会感觉到很强的凹
凸感曰 而假钞采用普通胶印
技术印刷袁 触摸时感觉票面
光滑遥

第二步院 面对光源将票
面置于水平位置袁 检查凹印
图案的正尧 背面是否有伪造
痕迹遥近年来袁有的造假者为
了模拟真钞的凹凸手感袁在
假钞的正面或背面用工具压
出凹痕袁企图以假乱真袁当鉴
别这类假钞时袁 如果我们仅
靠用手指触摸来分辨袁 极易
产生误判遥因此袁建议您对钞
票野触感冶心存疑虑时袁选择
面对光源渊包括太阳光冤的方
向袁将票面置于水平位置袁仔
细观察其正尧 背面是否有机
械或硬质工具挤压的痕迹遥

识别假币第四招院触摸凹印图案

真币水印图案 假币水印图案

假水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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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什么是储蓄国债钥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袁通过

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面向个人销售的不可流通人民币国
债遥

2尧储蓄国债的种类有哪些钥
我国发行的储蓄国债分为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和储蓄

国债渊电子式冤两种遥
猿尧储蓄国债的四大优点
信用等级高袁安全性最好袁到期由财政部还本付息院利

息免税袁收益稳定曰购买方便袁就近即可购买曰变现灵活袁流
动性好遥

源尧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和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认购手续
有何不同钥

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袁需开立个人国债账户
并指定对应的资金账户后袁 使用资金账户中的存款购买遥
购买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袁无需开立个人国债账户袁可使用
现金或银行存款直接购买遥

缘尧储蓄国债的购买渠道
投资者可通过 2015年-2017年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

营业网点柜台尧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网上银行销售机构的网
上银行购买遥 目前袁射阳县辖内共有 6家储蓄国债承销机
构袁分别为院工商银行尧农业银行尧中国银行尧建设银行尧江
苏银行尧邮储银行遥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袁需开立
个人国债账户并指定对应的资金账户后袁使用资金账户中
的存款购买遥 购买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袁无需开立个人国债
账户袁可使用现金或银行存款直接购买遥

远尧储蓄国债收款凭证丢失怎么办钥
国债投资者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袁到原购买银行办

理挂失袁并办理补制手续遥无需开立个人国债账户袁可使用
现金或银行存款直接购买遥

苑尧未到期的储蓄国债是否可以提前兑取钥
未到期的储蓄国债可以提前兑取袁投资者须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国债收款证明到原购买银行营业网点柜台
办理提前兑取遥 持有国债未满足 6个月袁提前兑取不计付
利息遥 承销团成员为投资者办理提前兑取袁可按照提前兑
取本金的 员译向投资者收取手续费遥

愿尧如何办理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质押贷款业务钥
国债投资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储蓄国债渊凭证

式冤收款凭证袁到原购买银行办理质押贷款业务袁贷款额度
起点金额为 5000元袁每笔贷款不超过质押品面额的 90%袁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储蓄国债的到期日遥若用不同期限的
多张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收款凭证做质押袁以距离到期日最
近者确定贷款期限遥

怨尧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逾期兑付是否有额外利息钥
按照储蓄国债相关发行文件规定袁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

到期日后袁逾期兑付不计利息遥 如果国债投资者已办理储
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业务袁按照与承销银
行事先签订协议中约定的转存储种和期限袁可获得相应利
息遥

员园尧什么是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存
业务钥

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存业务是指院
国债投资者与承销银行通过事前签订储蓄国债 渊凭证式冤
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存业务协议的方式袁由国债投资者委
托承销银行代其办理指定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的到期兑付
手续袁并将相应的本息款转存为该投资者名下约定期限的
储蓄存款院转存之日起袁投资者必须持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
收款凭证等资料袁到原购买银行办理国债本息款和相应国
债本息款转存储蓄存款后所产生利息的支取遥

员员尧哪些银行可办理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
约定转存业务钥

目前袁射阳县内中国银行尧江苏银行的所有营业网点
均已开办了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存业
务遥

员圆尧如何办理储蓄国债渊凭证式冤到期委托兑付约定转
存业务钥

国债投资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储蓄国债渊凭证
式冤收款凭证渊如为代办人袁须持代办人和储蓄国债渊凭证
式冤收款凭证持有人有效身份证件冤到原购买行办理遥

投资国债 安全理财

国库基础知识

渊一冤什么是国库钥
国库是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收入和支出的专门机

构遥 国库分为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遥 组织管理国库工作是
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遥

渊二冤我国国库的基本职责有哪些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曳等规定袁国库的

基本职责有院
1尧办理国家预算收入的收纳尧划分和留解遥
2尧办理国家预算支出的拨付遥
3尧 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

况遥
4尧协助财政尧税务机关督促企业和其他有经济收入的

单位及时向国家缴纳应缴款项袁对于屡催不缴的袁应依照税
法协助扣收入库遥

5尧代理国务院财政部门向各金融机构组织发行尧兑付
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遥

6尧组织管理和检查指导下级国库工作遥
7尧依法实施收支业务监督遥
8尧承担国库现金管理有关工作遥
9尧办理国家交办的同国库有关的其他工作遥

国债小知识

渊一冤可以购买的国债种类有哪些钥
目前袁您可以购买的国债包括院淤储蓄国债袁包括凭证

式国债和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两种曰于在记账式柜合交易试
点商业银行或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的记账式国债遥

渊二冤储蓄国债与其他个人金融产品相比有哪些优势钥
1尧信用等级高袁安全性好遥储蓄国债由财政部代表中央

政府发行并还本付息袁 信用等级高于其他债券或银行理财
产品遥

2尧收益稳定袁利息免税遥 储蓄国债发行利率固定袁收益
相对较高袁且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遥

3尧认购起点低袁发行期次多袁业务办理方便遥 储蓄国债
以一百元为起点并以百元的整数倍发售袁 全年多数月份都
有发行袁 遍布全国各地的约 11万个承销网点均可办理业
务遥 此外袁通过部分承销团成员网上银行也可办理相关业
务遥

4尧变现灵活遥 您可按相关规定在到期前提前兑取持有
的储蓄国债袁获得相应资金遥 当您需要贷款时袁可用储蓄国
债作为质押物袁到原购买银行办理质押货款遥

渊三冤通过哪些渠道可以购买储蓄国债钥
目前袁 您可以通过以下 38家 2015-2017年储蓄国债

承销团成员购买储蓄国债院

注：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上表中带“★”号的承销
团成员，您可通过其网上银行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

渊四冤凭证式国债和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有什么区别钥

渊五冤购买储蓄国债是否可以获得凭证钥
购买凭证式国债袁您可以获得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

国债收款凭证冶袁该凭证是您通过商业银行购买凭证式国债
的一种证明遥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袁是以电子记账方式记录您
的购买情况袁因而不存在相应的凭证遥 如有需要袁您可以要
求打印野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渊电子式冤认购确认书冶遥

渊六冤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丢失了袁该怎么办钥
您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袁 前往购买凭证式国债的储蓄

国债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挂失遥
渊七冤如何了解储蓄国债的发行信息钥
您可登陆财政部网站渊h贼tp院//www.mof. gov.cn冤和中

国人民银行网站渊h贼tp院//www.pbc.gov.cn冤了解国债相关政
策和发行信息遥

纳税小贴士

渊一冤我国目前有哪些缴税模式钥
目前袁我国缴税模式有两种院1尧传式缴税方式遥 纳税人

持税务机关打印的纸质缴税凭证到银行缴税曰2尧 电子缴税
方式遥纳税人通过税务机关或银行进行纳税申报袁缴税信息

自动通过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传递到纳税人开户银行袁
由银行扣款完成缴税遥

渊二冤什么是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钥
财税库银橫向联网系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尧财政部尧国

家税务总局共同开发建设的电子缴税系统遥 该系统利用信
息网络技术袁通过提供灵活多样的电子缴税方式袁为纳税人
提供优质尧高效的服务遥 目前袁该系统已推广到全国遥

渊三冤电子缴税有哪些优势钥
与传统缴税方式相比袁电子缴税更加方便快捷袁纳税人

野足不出户冶就可以完成纳税申报和缴税遥同时袁提供多种缴
税方式供纳税人选择遥

渊四冤电子缴税为纳税人提供了哪些缴税方式钥
电子缴税为纳税人提供了实时扣税尧批量扣税尧银行端

缴税渊含刷卡缴税冤等多种缴税方式遥
1尧实时扣税遥适用于需要经常缴纳尧且税款金额不固定

的纳税人遥 纳税人与其开户银行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
划缴税款协议后袁 纳税人到税务机关的纳税大厅或登录税
务机关网站进行纳税申报袁 税务机关直接向纳税人开户银
行发起扣款请求袁银行自动从纳税人的账户扣款完成缴税遥

2尧批量扣税遥 适用于需要定期缴纳固定金额税款的纳
税人遥 纳税人与其开户银行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划缴
税款协议后袁 税务机关直接向纳税人开户银行发起扣税请
求袁银行从纳税人的账户扣款完成缴税遥

3尧银行端缴税遥 适用于不签订授权划缴税款协议的纳
税人遥 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的纳税大厅或登录税务机关网站
完成纳税申报后袁 自行到开户银行的营业网点或登录银行
网站完成缴税遥

4尧刷卡缴税遥刷卡缴税是银行端缴税的一种特殊形式遥
纳税人在税务机关的纳税大厅完成纳税申报后袁 可直接通
过布放在纳税大厅的 POS机刷卡完成缴税遥

目前袁 已有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在其网站上进行纳
税申报并使用银行卡支付税款的一站式服务遥 此外袁手机尧
银行自助机具等各种便捷的缴税服务也不断推出遥

渊五冤纳税人办理缴税业务袁是否需要交纳手续费钥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袁纳税人在办理缴税业务时袁不需要

交纳任何手续费遥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mof.gov.cn
http://www.pbc.gov.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