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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四轮猴票
市场的热情好似一把火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高开，这已是邮币卡市场对新邮、
新币上市的必然回答。在丙申年猴票
（以下简称四轮猴票）发行之前，市场和
玩家已经为高开做足了心理准备。只是
很多人没想到，市场沸腾起来会高温到
这种程度。这火热的行情，把不少人足
足吓了一跳。即使是四轮猴票发行半月
之后，不少人依然接受不了这高高在上
的价格。

在进入市场之前，四轮
猴票的发行价是这样的：一
套两枚猴票面值 2.4 元，大
版票总面值 38.4元，小版票
总面值 14.4元，四方连总面
值 9.6元，小本票发行价 12
元。

四轮猴票的发行给沉寂
许久的邮市带来一片生机，
市场交易活跃。1月5日，四
轮猴票发行当天即高开高
走，市场异常活跃。邮市当
天收盘时，四轮猴票中的大
版票市价已飚到 440 元左
右，小版票站上 100 元关
口，小本票突破30元，四方
连收高在 7.8元/套左右。以
大版票计算，四轮猴票发行
当天的涨幅超过11倍。

此后的邮市成为猴票的
世界。据邮币卡互动网统计
的数据，四轮猴票的成交量
连续占大盘成交量的两成左
右。四轮猴票的市价持续增
长，到 9日时创出新高。当
天，大版票成交价达到 720
元，小版票 170元，小本票
49元。大版票的成交价已超
过面值近19倍。

成交价的持续攀升引出
了更多的放货量，四轮猴票
价格出现了连续两天的下
跌。最低时，大版票报价
615元，小版票145元，小本
票40.5元，四方连13元，大
版票市价依然高出面值 16
倍。

12日起，四轮猴票系列
开始全线反弹，最高时，大
版票达到850元，小版票190
元，小本票51元，四方连60
元。此后四轮猴票又迎来一
场持续 5天的震荡、下跌行
情。即便如此，四轮猴票系
列的市场价依然高过12日之
前的行情。

19日起，四轮猴票迎来
又一轮令人抓狂的飙升。至
20日，四轮猴票中的大版票
市价达到 990元，小版票达
到 190 元，小本票达到 67
元，四方连达到68元，大版
票的市价已超过面值25倍还
多。此后数天四轮猴票回
调，但最低成交价仍保持在
19日的行情之上。

物理上研究物体的运动
时，因参照物的不同会得到
不同的结果。在邮币卡市
场，选择不同的参照物同样
会得出可能完全相反的判
断。

22日的邮市中，四轮猴
票系列依然紧缺。在突破很
多人预期的市场面前，一些
人看到了希望，一些人看到
了风险。在各种邮币卡论坛
中，乐观情绪随处可见，这
些乐观派把四轮猴票的参照
物定在了首轮猴票上。

乐观的玩家认为，四轮
猴票有三大优势：第四轮开
头，特点突出，名家设计。
我国于1980庚申年、1992壬
申年和2004甲申年先后发行
了三套猴年生肖邮票，今年
发行的四轮猴票是新一轮生
肖票的开篇之作。但在票面
设计上跟以往有所不同，两
枚邮票共有 4 只猴的形象，
是历年猴年生肖票中猴子数
量最多的一次，暗含全面

“两孩”政策的实施。
四轮猴票由黄永玉在 36

年后再度执笔设计。36 年
前，名震邮市的1980年第一
枚猴票就是黄永玉执笔设
计的，其面值 8分，大版 80
枚，市场报价现今已在 150
万元左右。以此为参照，四
轮猴票必然也会有极好的市
场行情。甚至一些玩家认
为，四轮猴票在2016年开门
红，已带动全民参与集邮，
这必然引发邮市的买卖两
旺，进而带动整个邮市在
2016年的红火。

站在对立面的是一些谨
慎的玩家。这些玩家选择的
参照物为二轮猴票。1992年
1月5日发行的二轮猴票，其
风头早已被其他生肖邮票所
掩盖。二轮猴票发行量 2.04
亿枚，票面 20 分、 50 分，
单枚票的市价在两元左右，
大版 32 枚目前的市场价在
300 元左右，涨幅约 13 倍。
正是因为以二轮猴票为参
考，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商家
和玩家已不敢出手囤货，生
怕高价购进的猴票砸在自己
手里。

集邮爱好者都明白一个道理：
除个例之外的邮票，收藏单枚是没
有意义的，只有整版、成册的邮票
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这样一来，
玩家在集邮时就需要面对一个选
择，是入手大版票，还是入手小版
票，或者是小本票、四方连。

从市场成交量和价格来看，大
版票、小版票以往是玩家们的首
选。不过玩家“唯楚是才”提出，
小本票才是邮市上的“金蛋”。他
介 绍 ， 2011 年 8 月 至 2014 年 7
月，我国邮币卡市场持续下跌 3
年。这 3年熊市中，邮币卡市场几
乎全军覆没，跌得惨不忍睹，唯
独第三轮生肖小本票板块的 11个
品种（三轮羊小本是2015年1月发
行的）不跌反降，走出了独立的上
涨行情。

“唯楚是才”举例，三轮鼠票
中的小本票，从 2011年 8月的 12
元一本上涨至 2014年 7月的 80元
一本，涨幅超过 600%；2015年的
邮市收购价又上涨至 170元一本，
目前回落至120元一本。其余的10
个第三轮生肖小本票，在2011年8
月至 2014年 7月的 3年熊市中，成
交价都上涨超过200%。

与之相对的是第三轮生肖大版
票、小版票、赠送版 （俗称“黄
版”），在 3年熊市中均发生大幅
度下跌，玩家们几乎全部被套牢。

据介绍，小本票之所以能在熊
市中逆势上扬，有 6大因素：小本
票是国际集邮界公认的邮资票品中
的精品；在全部邮资票品中，小本
票的生产和印制成本最高；小本票
生产工艺复杂，要有进口的专用小

本票机，非邮票印制企业根本生
产不了，犯罪分子无法伪造，所
以其防伪性极强，没有假货；价
差大，同日同价发行的同一套第
三轮生肖邮票，第三轮生肖小本
票每套邮票的价格只有第三轮生
肖版票每套邮票价格的四分之一
至七分之一；由于价差过大，不
少小本票被人为撕毁用来冒充套
票和四方连，导致第三轮生肖小
本票毁本量很大，存世量锐减；
小本票比版票在交易、携带、保
管、储存、清点数量等诸多方面
更加便利。

由此，“唯楚是才”认为第
四轮生肖票中，小本票依然是
最大的“金蛋”。但他的这种观
点是否正确，还需要市场的检
验。

四轮猴票能不能复制首轮猴票
的辉煌？市集邮协会副会长陈忠耀
认为可能性不大。

首轮猴票的成功是在特定历史
环境中由较少的发行量决定的。
1980年以前，一般的纪念或特种
邮票一个图案印量不过三四百万
枚。由于这是中国生肖邮票系列的
第一枚，首轮猴票原拟发行 800万
枚，后来的实际发行量为 500 万
枚。首轮猴票由黄永玉设计、姜伟
杰雕刻，而以后发行的猴票均是采
用电脑技术制作。由于采用雕刻技
术，所以邮票的成品率并不高。经
验收合格的票仅为 4431600枚。版
票分发到全国各地邮局再分撕出
售，整版猴票的存世量更是寥寥，
这为日后猴票价格飙升埋下了伏
笔。

陈忠耀认为，首轮猴票发行量
少，再加上当时大家也没有收藏意
识，不少人拿猴票寄信消耗了很大
一部分，所以首轮猴票的存世量比
较少。有发行量和存世量的“少”
作为依托，首轮猴票的暴涨顺理成
章。

反过来看四轮猴票，其发行量
要等待半年后才会被公布。陈忠耀
推测，首轮生肖票的发行量往往有
偏高的规律，所以四轮猴票的发行
量可能不会很低。加上现在寄信的
人已经很少，新一轮猴票的消耗量
不会很大，所以四轮猴票想要复制
首轮猴票的奇迹可能性不大。

不过短期来看，四轮猴票并非
没有创造奇迹的机会。一方面新票
上市正被市场热炒，初始阶段进入
市场的猴票数量较少，春节期间也

是邮票作为礼品消耗的旺季，市场
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有首轮猴票的
榜样，市场心理预期较高。

中长期来看，四轮猴票的投资
价值还是取决于发行量。如果半年
后公布的发行量较大，同时市场上
已把四轮猴票价格炒到了一个很高
的位置，那么四轮猴票在半年后出
现一轮大跌行情并不为奇。

“我爱集邮” 网在 1月 9日四
轮猴票暴涨后已发出提醒。今天
看，这个提醒依然适用：“每年发
行的邮票有 30多套，一套生肖邮
票就超过其他所有品种市值的数
倍。其实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对于
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原始货
源，选择高位买入，赔钱的概率往
往更大一些。邮市也如其他投资市
场一样存在风险，投资需谨慎。”

市场就一个字“涨”

发行量是决定因素

每月第二周
的周六，是《家
中淘宝》活动与
藏友们碰面的固
定日期。由于2月
份的原定活动时
间与农历新年不
期而遇，丙申年
的第一期活动只
得延期举行。2月
27 日，《家中淘
宝》活动将在长
江路原市文物局
楼下商丘市古玩
艺术品展销中心
（听雨轩） 举行。
由我市文物局、
博物馆文物鉴定
专家，以及收藏
名家组成的专家
鉴定团队将在现
场义务为广大藏
友鉴定藏品。希
望对收藏有更多
了解的朋友，在
当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参加活动。
经鉴定为真品的
藏品，栏目专家
鉴定组可出具联
合署名的鉴定证
书。如对收藏活
动有不明之处，
藏友可拨打电话
18623886081 进
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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