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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新疆解放前后金融变迁的
“双四九”银币
写法，可划分为普通版、 迁入新疆省银行行址内
■新疆乌恰 刘英杰
壹横上翘版、细字版、方 办公。同时，至1951年10
一说起我国新疆地
足1版、空心字版、杂体字 月1日发行印有维吾尔文
区，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
版、童体字版等等。按照 的人民币统一全省货币
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历
纪年则分为民国纪年和 时，新疆“四九”银币才停
史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
公元纪年。前文所述的 止流通并被限期回收。
很容易诱发初来者产生
这枚银币即为公元纪年， 至此，新疆省铸币厂的历
游览和探索的欲望。笔
即所谓“双四九”银币。 史使命宣告结束。因新
者作为一名艺术收藏爱
民国版和公元版的 疆“四九”银币铸造流通
好者，自从进入新疆工作
差别是新疆和平解放的 时间短，发行数量少，回
后，也深受感染，尤其对
一个重要注脚，1949年9 收较为彻底，加之主要在
当地的风俗文化乃至历
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之 新疆省境内流通，流出新
史遗存兴趣十分浓烈。
后，中央人民政府同意新 疆省外者极为稀少，向来
不久前，笔者就见到
疆银币继续流通，只不过 为收藏者所珍视。
图2
图1
一枚新疆银币。此币是
再次发行的银币将纪年
从一枚“双四九”银
1949年由新疆省造币厂 济稳定，遂同意新疆省造 在风起云涌之中。囿于 府的统治也失去信心。 上稍作改变，与原银币共 币的前世今生可以看出，
铸造，面值为大洋 1元。 币厂继续流通其在国民 经济水平和铸币工艺的 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减少 同流通。这体现了中央 共产党和国民党执政的
正面（图1）内圈汉文竖写 政府后期铸制的新疆“四 落后，是以新疆银币的版 新疆经济损失，毅然在金 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灵活 最大区别，有没有将人民
融货币上断绝了与国民 多变又关爱新疆人民的 的利益放在首位，历史遗
壹圆为实心字体围以两 九”银币。但是将银币版 别多样。
新疆银币本身铸造 党中央政府的联系。
枝麦穗，左右各一枝，圈 制略作更改，即将银币正
金融政策。这类银币，是 迹终会给后人一个完美
外上环为“新疆省造币厂 面纪年“民国卅八年”改 历史并不长，1949年春， 1949年5月，在新疆 新疆省最后一次独立铸 的答案。从新疆银币的
铸”，下环为“1949”左右 为公元纪年“一九四九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 省主席包儿汉主持下，新 造的银元，也是唯一以 汉字与维文符号共存的
两侧各有一朵五瓣梅花 年 ”，背 面 则 继 续 保 留 节节败退，在新疆的统治 疆省银行发行了银元和 “元 ”为 单 位 的 大 洋 银 形制也可以看出，新疆自
相隔。背面（图2）珠圈内 “1949”字眼。故此币又 也摇摇欲坠，国民政府发 银元票，流通于南北全 元。直到 1950年 9月 29 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大
维吾尔文汉译为“新疆省 成为新疆“双四九”银币。 行的法币和关金券本身 疆。此处发行的银元，便 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决定 家庭的一员，由于受到地
从收藏价值上分析， 在新疆认知度就不高，加 是新疆“四九”银币，银元 撤销新疆省银行，其业务 理、社会、国际环境等因
造币厂铸”，其中“1”的下
部 非 方 足 ，下 部 数 字 “双四九”银币与国民政 之通货膨胀严重，国民政 每枚重 7钱 2分，含银量 自 10月 1日起全部并入 素的影响，使得新疆的经
府期间新疆“四九”银币 府又强制新疆主政者再 为九成。银币铸制仓促，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 济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
“1949”为空心字体。
仔细鉴赏后会发现， 并无太大差异。上世纪 次发行金圆券替代法币 因而在版别上有细微差 原新疆省银行的各分支 性。如今，党中央的新疆
此银币应为新疆和平解 4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 和关金券，结果自然招致 别，主要表现在字体和纪 机构也改为中国人民银 工作方略也体现了共产
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安 在国家大势变革之中，新 广大民众强烈反对。至 年上，依币正面上的汉字 行新疆分行的分支机构， 党因地制宜、以民为本的
定民心，维护新疆社会经 疆地处边疆一隅，自然也 此，新疆主政者对国民政 书写方式及背面“1”字的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 优良传统。
■上海 如意
优势就是其发行量在三款纪念
三款纪念钞
优势各不同
钞中最少，并且由于发行时采
纪念钞，是国家为纪念重
用了市民到银行去等值兑换的
大事件而特别发行的一种法定
方式而使得其名声大噪。
货币。我国大陆地区纪念钞的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下跌调
发行历史较为短暂，发行的品
整，这三款纪念钞明显有底部
种也较为稀少，目前总共才发
企稳的迹象，反弹不时出现，应
行了5个品种，即1999年发行
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的面值为50元的“建国50周年
其实，这三款纪念钞的最
纪念钞”（图1）、2000年发行的
大和共同的优点是防伪功能强
面值为100元的“迎接新世纪念
大，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过一
钞”（图 2）和 2008年发行的面
张伪造的纪念钞，如果这个突
图11999年发行的“建国50周年纪念钞”正背面 出的优点进一步被大家知晓，
值为10元的“第29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纪念钞”（图3），以及近
介入者将会更多。毕竟在普通
年发行的航天纪念钞和人民币
人民币都存在不少假币的背景
发行70周年纪念钞。与钱币中
下，没有假币困扰的纪念钞，势
的其他板块相比较，纪念钞是
必会越来越吸引收藏投资大众
个名副其实的袖珍板块。虽然
的眼球。其次是三款纪念钞的
纪念钞发行的品种少，但是在
主题各有特点，如果从长线角
近年五款纪念币中，尤其前三
度而言，这三款纪念钞仍然具
款纪念钞却在钱币二级市场上
有一定的收藏投资价值，值得
异军突起，价格暴涨吸引越来
收藏投资者长线关注。
图22000年发行的“迎接新世纪念钞”正背面
越多的收藏投资者介入其中。
另外，“ 建国 50周年纪念
那么，这三款纪念钞到底各有 全钞主色调为黄色。发行量 运动会主会场——国家体育 钞不一样，“第29届奥林匹克运 钞”和“迎接新世纪念钞”同时
1000万枚，与“建国50周年纪念 场，其上方为第29届奥林匹克 动会纪念钞”面世时的价格就 还发行了连体钞，“建国50周年
什么优势呢？
先来看最早发行并且发行 钞”一样，在其发行的头几年时 运动会会徽图案，背景为天坛 超越其面值几百倍，并且在很 纪念钞”发行的是三连体钞，发
量达到6000万枚的“建国50周 间里，由于收藏投资者关注不 图案。该纪念钞背面主景图案 短的时间里上升到几千倍，没 行量为5万套，目前市场最新的
年纪念钞”，主图为开国大典， 够，市场价格在110元至130元 为古希腊雕塑“掷铁饼者”、运 有像另外两款纪念钞给收藏投 价格为15000元。“迎接新世纪
全钞主色调为红色。由于发行 之间徘徊数年。从2010年开始 动员群像图案及“2008”字样， 资者充分的低位买入的机会。 念钞”发行的是双连体钞，发行
量大，所以“建国 50周年纪念 这条中华巨龙才真正开始腾空 主色调为绿色。这是三款纪念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 量为10万套，目前市场最新的
钞”自从面世以来并不为收藏投 飞舞，2011年后，其市场价格曾 钞中发行量最少、发行时引起 钞”在2011年曾经创下6500元 价格为 12000元。而“第 29届
资者重视，导致其市场价格长期 经创出 3500元的历史新高价 轰动的一款纪念钞，全钞主色 的历史高位，目前其最新的市 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则因
在51元和55元之间徘徊，但是 位。随后其市场价格一路下跌 调为绿色。“第29届奥林匹克运 场价格为4100元。“ 第29届奥 为种种原因而放弃了原先计划
在2011年春节后，在大量资金 调整，最低时下跌至1500元处， 动会纪念钞”与其他两款纪念 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最大的 中拟发行的双连体钞。
的介入下，其市场价格曾经达到 目前其最新的市场价格为1900
380元，而其目前最新的市场价 元。“ 迎接新世纪念钞”的优势
格则为330元。“建国50周年纪 较多：发行量适中并且消耗时
念钞”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价格相 间也比较长；中国大陆发行的
对便宜，其次的优势是虽然发行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塑料钞和
量大，但是在低位消耗的时间也 中国大陆发行的唯一的以龙为
最长。目前资金介入的迹象比 主体形象的纪念钞票。
最后来看一看“第29届奥
较明显，后市可以长线看好。
再看“迎接新世纪念钞”， 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正面主
主图为民族图腾“龙”的形象， 景图案为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
图32008年发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正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