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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央行

将于1月16日发行“2016年贺
岁普通纪念币”!以下简称 "猴年

贺岁币#$。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常州市中心支行了解到，从今天
!

!

日$开始，市民就可以预约了。

常州分配了269.8万枚
首批为90.6万枚
据悉，该猴年贺岁币面额为

10元，直径为 27毫米，材质为
双色铜合金，正面刊“中国人民
银行”、“10元”、汉语拼音字母
“SHIYUAN”及年号“2016”，底
纹衬以团花图案。背面主景图
案为一只传统装饰造型的猴
子，抬手远眺；其上方为桃形花
灯和梅花图案，币面左侧刊“丙
申”字样。

此外，2016年贺岁普通纪
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具有
相同职能，与同面额人民币等
值流通。

根据安排，该纪念币的发行
数量为5亿枚，我市获得的调配
量为 269.8万枚，分两批次于
2016年1月和6月发行，其中第
一批次发行总量为90.6万枚，第
二批次发行总量为179.2万枚。

市民可在工行预约兑换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常
州市中心支行了解到，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纪念币发行工作安排，
猴年贺岁币在我市的发行工作采
取预约发行、现场发行两种方式，
第一批次每人限兑5枚，第二批
次每人限兑10枚。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分行承担
我市预约发行工作。2016年1月
6日至1月 15日为第一批次贺
岁币预约期，预约发行数量为
72.48万枚，公众可通过工商银行
预约系统进行网络预约或前往其

营业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先到先约，
约完为止。2016年 1月 16日至
2016年1月28日为第一批次贺岁
币预约兑换期，已经预约成功的个
人可按约定时间，持预约登记的身
份证原件，到约定兑换的网点兑换。
2016年1月16日至2016年1月
30日为第二批次贺岁币预约期。

除工商银行常州分行以外的我
市其他1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
现场发行方式，第一批次贺岁币现
场发行数量为18.12万枚，2016年
1月29日至1月31日为第一批次
贺岁币现场兑换期，具体办理现场
兑换的银行网点及兑换数量可见各
行公告，公众可在兑换期内前往这

些网点办理现场兑换，先到先得，兑
完为止。

此外，2016年贺岁币第二批次
预约兑换和现场发行工作，人行将
另行通知。

升值空间与发行
量息息相关
随着新的生肖贺岁币发行期的

临近，记者发现，往年的生肖贺岁币
身价也水涨船高。在淘宝网上，10
元面值的2015年羊年贺岁币不少
涨到90元，1元面值的2003年羊
年贺岁币市场价涨到300元以上，
甚至连还未发行的 2016年 10元

猴年贺岁币网上定价都翻了一番。
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自2003

年发行第一枚贺岁羊年生肖流通纪
念币以来，每年都发行1枚贺岁生
肖流通纪念币。“羊领头，马收尾”，
到2014年刚好一轮发完，2015年
便开始新的一轮。作为第二轮十二
生肖流通纪念币的首枚，2015羊年
贺岁普通纪念币首次采用10元面
额，发行时也比较受追捧。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尽管十二
生肖流通纪念币关注度越来越高，但
由于材质普通且发行量大，升值空间
有限，单枚纪念币的投资价值不大。
“纪念币的升值空间与发行量息息相
关，2003年羊年贺岁币的发行量才
1000万枚，2015年羊年贺岁币发行
量也就8000万枚，而2016年猴年
贺岁币的发行量激增到了5亿枚，
单从这一点上说，升值空间就比不上
2015年羊年贺岁币。”

同时，不少市民也表示，兑换贺
岁币并不是为了投资，多数是想过
年送给孩子做个纪念。“中国百姓有
过年给压岁钱的习俗，古时候压岁
钱都是用铜钱的，而每年的生肖贺
岁币采用铜合金的材质，看上去金
灿灿的，很吉利。”连续多年排队兑
换生肖贺岁币的吴婆婆道出了很多
老百姓的心声。 徐杨

超 前 半 步
□张琛

又到各种年终盘点的时刻% 不知读者朋友们在过去

的
"#$%

年有没有实现自己的理财目标呢% 回顾过去&我

很想分享一个'超前半步(的理念%

记得我买车时&有位前辈建议我)买略超目前经济承

受能力的车&最好要有点肉痛的感觉(% 这位前辈自己就

颇具赚钱能力& 她当时这样解释*)人只有先过上高品质

的生活&才能够赚同等价值的钱+有时必须,狠狠心-先花

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钱&用好品质的事物.刺激-/鼓励自

己赚更多钱% #

对此&我深表认同%

从元旦开始&我就启动了年假出游计划&这并不是工

作后才有的爱好% 早在一穷二白的学生时代&我就发现&

四处走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费钱%譬如&可以在网上抢廉

价的机票&可以总结众多前人的经验&订制最具性价比的

路线等% 综合下来&并不见得比宅在家多花多少钱&却享

受了最美好的青春%

因为经常出去逛&我不仅增长了见识&劳逸结合后更

有动力学习了&还拿了好几个奖学金&奠定了再次出游的

物质基础% 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里有一篇文章这样写

道*)你想过有酒有肉有姑娘的生活&于是你拼命省钱%可

惜最应该有酒有肉有姑娘的那些个好日子就那么被你大

手一挥&浪费掉了% #

我一直认为&人最大的资源并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花费% 在学生时代& 我这种

)出去逛#很多时候便是以多花时间为代价&产出了最省

钱的穷游之路% 而现在&我倒宁愿多花一些钱&节约下时

间精力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与其想着怎样

省钱&不如想想怎样从整体上优化资源&提升生活品质%

有一些熟悉的朋友会)羡慕妒忌恨#我在魔都买房的

)先见之明#%这也是)超前半步#思维模式下的又一实践%

当年买房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一&我前工作单位给外地员

工提供住宿&条件尚可% 市面上需要
$&"'(

月租金!多年

前$的房子租给我们只是象征性收几百元
)

月&公寓离地

铁和单位都不远&厨卫皆备%美中不足是要与人合住+二&

作为女性&即便在魔都这个大陆最开放的城市&社会舆论

仍然是倾向于男性买房+三&我亲眼见证了魔都房价从大

几千
)

平米到几万
)

平米的快速增长& 那时上海的房价在

很多人看来已经是)必跌无疑#% 家里人也想不明白为何

在常州能买一套漂亮公寓的钱在上海就只能付个 )老破

小#的首付% 而就是这)老破小#&居然还要抢%

那么&为什么我非要买房呢0

作为曾经的伪文艺女青年&我一直对伍尔夫那句"女

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心心念念%我觉得有一间屋子是

女人经济独立的标志之一%而唯有经济独立&才可能精神

独立% 正是在这一想法的支撑下&我扛住了多重压力&四

处借钱/负债买房%现在&随着
*"

持续增长&先前的自住

行为倒染上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色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以上几个超前半步的例子并未导致我"贫困(&反而

丰富了我的人生%至于物质上的收获&和心情愉悦程度相

比&反倒是身外之物了%

征信宣传教育合作备忘录
常州人行与江苏理工学院签署

本报讯 人民银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与江苏理工学院日前签署
征信宣传教育合作备忘录。人民
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在江苏理工
学院挂牌设立“常州市征信宣传
教育基地”，江苏理工学院在人民
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挂牌设立
“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金融实习
研究基地”。

签约仪式上，人民银行常州
市中心支行行长姚军表示，当前，
全社会对征信业的重视程度已经

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大学生
是新生代的力量，是未来社会发
展和文化传承的生力军，大学生
的诚信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
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和谐社
会的建设进程。

“希望借助江苏理工学院这
个平台，把‘常州市征信宣传教育
基地’打造成为传播征信文化的
重要载体，辐射征信理念的重要
阵地，培育征信市场的重要摇
篮。”姚军指出，通过此次银校合

作，可以创新征信宣传教育形式，提
升征信宣传教育效果；通过高校学
生的示范引领，可以增强全民信用
意识，提升社会公众的整体信用水
平。同时，通过双方优势互补和资源
共享，开展金融、征信领域的合作研
究，可进一步提升金融、征信理论研
究水平，在常州打造信用理论、信用
管理、信用技术和信用标准研究的
学术高地。

签约仪式结束后，中国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征信管理处副处长倪炜

就“珍爱信用记录享受幸福人生”主
题开展征信知识讲座，向参与活动
的 300多位师生宣传讲解了人民

银行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报告等相
关知识。

!徐杨 人行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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