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硬币，也就是俗称的“钢镚
儿”，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枚硬币
的诞生，需要多少道工序？你乘坐公交
车、购买饮料时投出的硬币最终去了哪
里？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进造币厂和商业
银行，揭开硬币生产制造、清分回笼的神
秘面纱。

制造 十多道工序

10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上海造币有
限公司第二车间，8台坯饼压印机正在紧
张工作。“镍包钢”的坯饼经过加料提升机
进入压印机后，机器对每个坯饼进行压
印，之后经过传送带进入在线机检设备进
行产品质量判定，包括图案是否清晰饱
满、正背模是否对正等，不合格的产品会
被剔除，合格的产品进入自动封包线进行
包卷、塑封、装箱。

这只是硬币制造的最后三个步骤：压
印、检测和包装。一枚硬币的诞生，要经
历模具设计与制作、制造生产两大环节、
十多道工序。

图稿设计是造币工作的第一步。我
国已经发行的流通硬币中，国徽图案的采
用、花卉系列图案的设计都有深刻的政治
意义和历史背景。设计稿完成后，接下来
是制作油土模、翻制石膏模、电铸铜型、雕
刻原模、翻制工作模等工序。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
余敏是我国第四套人民币中的壹元牡丹
硬币原模的雕刻者。他告诉记者，因为当
时是首次采用“镍包钢”这种新材料，立体
浮雕在油土模、石膏模上经过多次反复修

改，从开始到最后完成用了两三年的时
间。“根据设计图稿在油土上做立体浮雕，
最大的难题是对高度的把握，一毫米的百
分之十，10丝，所以需要不断调整。”

模具制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生产工
序，主要包括带材拉铸、坯饼冲制、坯饼光
边、坯饼光饰、坯饼印花、称重计数、产品
包装等。当前我国硬币的生产主要由上
海造币有限公司、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和沈
阳造币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完成。

发行 四套硬币见证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总共发行过四套人民币硬
币。1957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
式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其中硬币为我国首
次发行，包括壹分、贰分、伍分三种面额，
材质为铝镁合金。这套硬币又称为“硬分
币”，是我国流通使用时间最长的硬币，目
前仍在发行流通。

这套硬币的设计与制造是在国家经
济实力比较薄弱，造币技术、设备、材料面
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的。现在人们
生活中基本不再使用分币，但铝制分币的
铸造与发行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印记，更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中的硬币于1980
年4月15日发行，有壹角、贰角、伍角、壹
圆四种面额，壹圆硬币背面采用长城图
案，因此又被称为“长城币”。该套硬币于
2000年7月1日停止在市场流通，这是目
前我国唯一停止流通的硬币。“长城币”生
产数量少，流通时间短。其中有些年份没

有公开发行过流通币，仅存在装帧册中。
正是因为稀少，“长城币”受到收藏爱好者
追捧，市场价格较高。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铝分币在市场
上的流通职能逐年下降，“长城币”多沉
淀于收藏领域，市场急需一组新的“圆、
角硬币”缓解货币需求的压力。我国于
1992年6月1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中的
硬币，在设计上首次采用了花卉图案，1
角、5角、1元背面主景图案分别为菊花、
梅花和牡丹花，业内俗称“老三花”。其
中1元硬币采用“钢芯镀镍”材料，开启了
我国大规模使用钢芯镀镍材料制造硬币
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经济的快速
发展对现金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之自动
化技术和精细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自动
售货系统的普及等都对流通硬币的质和
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第五套人民币
中的硬币于2000年10月16日起陆续发
行，正面首次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
1角、5角、1元背面图案主景分别为兰
花、荷花和菊花，这套硬币也被称为“新
三花”。

一枚硬币，方寸之间，是我国综合国
力不断增强的缩影与见证，也是凝结民族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回笼 商业银行称重回收

有新币的发行，就有旧币的回笼。10月
10日上午10点左右，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北区支行，一辆押运车载着从公交公司
回收的硬币驶入库区。押运人员将硬币

交接给库房人员，之后这些硬币被送到清
分车间。

车间里，工作人员将硬币倒入清分
机，机器对硬币进行识别，残损币、假币、
游戏币等会被自动弹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机器判断硬币是否合格的标准包括
直径、厚薄以及电阻等。符合流通要求的
硬币会被自动打卷、装盒、装箱，之后银行
将再次投放市场，不合格的硬币会交给人
民银行进行销毁。

工行上海市分行北区支行行长金列
奇表示，他所在支行每天回笼硬币50万
枚左右，公交公司、寺庙等是回笼量较大
的地方。“回收硬币按照称重来计算，可能
会有很小的误差，但基本差不多，一枚一
枚地清点从时间和成本上来讲不太现
实。”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支付宝、微信等
移动支付的发展，硬币的需求量在减少。
金列奇告诉记者，该行每天硬币投放量30
万到35万枚，大型商场、超市、医院是投
放量较大的地方，今年的投放量减少了
5％到10％。“以往每年夏季是硬币投放
高峰，因为购买冷饮、水果等消费旺盛，但
现在小商贩很少去柜台兑换硬币了。”

硬币回笼量大于投放量，积压的硬币
怎么办？金列奇表示，经过央行批准，从
去年开始该行开始试点把硬币投放给其
他商业银行，进行同业横向调剂。

这是央行推进硬币自循环的一部
分。央行上海总部货币金银处处长俞伟
强表示，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硬币沉淀量
较大，大量硬币留在老百姓手里，造成了
社会资源的浪费。

“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加快硬币自循
环，激活沉淀货币，在投放、回笼环节加大
机具投放力度，包括硬币兑换机、清分机、
打卷设备等，方便了老百姓就近兑换，提
高了金融服务效率。”俞伟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揭秘人民币硬币制造、发行与回笼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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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菲律宾士兵走过马拉维市损毁的建筑。菲律宾总
统杜特尔特17日宣布，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已经从恐怖分子手
中获得解放。 新华社发

解放马拉维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
900（超优千号）”又创纪录，经河北省科技
厅组织的第三方检测组检测，实现平均亩
产1149.02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
最新、最高纪录。

随机抽样显示
最高达到亩产1181.00公斤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河北省
硅谷农科院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是全国
第六期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
范工程示范点之一。相比其他示范田，这
里纬度最高、最靠北，多年平均降水量
527.8毫米，有60％以上的降水集中在汛
期，全年无霜期200天以上，年日照2557
小时，属轻度盐碱土地。

15日，在河北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的实
际测产中，华中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等7个单位的7名专家组成了测产专
家组。专家组对种植的102亩示范田进
行现场考察，随机抽取了三块示范方，三
块地亩产分别为1181.00公斤、1129.68
公斤和 1136.38 公斤，折合平均亩产
1149.02公斤。

袁隆平院士15日也亲临测产现场，
对于评测结果，袁隆平在现场写下了：“亩
产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国家水稻数据
中心数据显示：该品种整个生育期表现良
好，10月 5日初步实收测产时，亩穗数
19.5万，成穗率78.6％，每穗粒总数304
粒，结实率90％，千粒重25.5克，穗粒数
273.6粒，预测亩产理论产量在1357.4公
斤。

河北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徐成表示，
硅谷农科院高产示范田2016年就创造了
亩产1082.1公斤的高纬度地区世界最高
纪录，今年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又一次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四良配套”
为创造纪录保驾护航

宋福如是河北省硅谷农科院超级杂
交水稻百亩示范田的负责人。他表示，
2015年开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
心与河北硅谷农业科学院进行战略合作，
中心提供“超级稻”种子，他们提供基础设
施和自己研发的有机硅水溶缓释肥，双方
在邯郸永年共种植了102亩水稻。

宋福如总结，“四良配套”是他们能够

创造纪录的关键，其中良种是核心，良法
是手段，良田、良态是基础。他们在种植
之前，工作人员便将河水引入硅谷农科
院，以保证示范田里的水保持一寸多深。
同时筛选的都是颗粒饱满的种子，再严格
按照标准进行浸种、晾晒、催芽等，确保前
期工作万无一失。

选好品种后，再与他们研制的有机硅
水溶缓释肥配套使用，在调节微碱性土壤
的同时促成水稻根系发达，形成了超级杂
交水稻高产增收的良好条件。

“我们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每天都
有员工观察作物生长情况，并有专人负责
施肥、除草、灌溉等，整个试验田的水稻在
生长期并未出现倒伏状况，也未产生大规
模病虫害。”河北省硅谷农科院农化中心
主任、高级农艺师乜红民说。

提高单产保障粮食安全
让土地“更放心”休耕

此次测产组组长、华中农业大学资源
与环境学院教授涂书新称，我们国家人口
多，耕地少，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可以
用有限的耕地生产更多的粮食。此次测
产的水稻之前在中国南方种植较多，这次

在北方取得最高产量证明了该品种在南
北方种植都可以获得成功，这对保障粮食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宋春芳介绍，他们从1995年开始育
种，经过多年培育后发现，试验田种植水
稻的产量与大田种植会有一个合理的梯
度差，如试验田的水稻亩产1000公斤时，
不少农民种植的水稻亩产可以达到800
多公斤，他们相信随着培育出更高亩产的
水稻，使用良种的农民在大田种植时会收
获更高的产量。

多位专家表示，实现高产稳产对土地
轮作休耕很有帮助。近几年国际粮食比
较充裕，我国粮食单产也在不断提升，并
且未来几年还会继续提高，这样我们就可
以确保用更少的耕地获得更多的产出，能
够让土地“干活儿”的时候好好工作，休息
的时候好好“休息”。

谈及未来，宋福如表示，“袁隆平院
士提出三个目标，分别是实现示范田每
公顷产量达到16吨、17吨、18吨，如今
17吨目标已经完成，我愿意继续向18吨
／公顷的目标冲刺，这也是袁隆平院士
的梦想。”

（新华社石家庄10月17日电）

亩产1149.02公斤！
袁隆平团队的超级杂交稻创世界单产最高纪录背后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高博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6 日电 （记者
董瑞丰 周勉）水稻长得比人高、亩产可
达800千克以上——中国科学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研究所16日正式发布一种水稻
新种质，株高可达2.2米，具有高产、抗倒
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被认为开启
了水稻研制的一扇新门。

在湖南长沙郊区的试验田里，记者看
到，这种“巨型稻”株高普遍在1.8米以上，
株形高大，集散适中，叶挺色深。亚热带

生态所研究员夏新界介绍，这种“巨型稻”
光合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稻
品种高出50%，平均有效分蘖40个，单穂
最高实粒数达500多粒，单季产量可超过
800千克/亩。

此外，“巨型稻”茎秆粗壮，直径可达
18.5毫米，叶片蜡质和角质层厚，具有抗
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夏新界
说，“巨型稻”是在现有优异种源的基础
上，运用突变体诱导、野生稻远缘杂交、分

子标记定向选育等一系列育种新技术，获
得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种
质材料。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新种质材料，具
有很高的生物量，未来还需要努力提高收
获指数。”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在“巨
型稻”试验田现场说。

据了解，作物的产量取决于生物量和
收获指数两大性状，前者为作物的总量，
后者为籽粒、果实等所占比例。经过前两

次绿色革命以及近年的不断挖掘，现有水
稻种质的生物量和收获指数都已接近上
限，选育超大生物量水稻新种质成为水稻
育种的主流方向。

亚热带生态所所长吴金水表示，
“巨型稻”株形高大、稀植、生育期长、
叶茂且冠层高、淹水深度大等，还可为
蛙、鱼和泥鳅等稻田养殖动物提供良好
的栖息环境，具有适宜种-养结合的优
势。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近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环保部、文化部、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文联、中国残联等部门联合
下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2017年
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

宣传推选活动从2015年开始，
已经举办两届，每次都推选出100
名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和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得到
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
响。举办宣传推选活动，树起了榜
样、立起了标杆，进一步彰显了服务
他人、奉献社会的鲜明价值导向，激
发了人们践行雷锋精神、参与志愿
服务的巨大热情，有力推动了学雷
锋志愿服务的广泛深入开展，促进
了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
提升。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宣

传推选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作为大
力弘扬志愿精神、培育中国特色志
愿文化、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常态化的重要举措，摆上重要位
置，精心组织实施。要深入基层，贴
近群众，立足村镇、社区、企业、学
校、窗口服务单位，着重推荐方向
正、影响大、群众认可的“最美、最
佳”典型，让人们真切感到典型就在
身边、榜样就在眼前，推动形成群星
灿烂和七星共明的先进群体格局。

通知强调，要把新闻宣传贯穿
活动始终，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学
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宣传最美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的时代风采，展示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的积极成效和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的良好形象，不断扩
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引导人
们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努力
形成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
尚。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组织开展2017年宣传推选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
者 熊丰）记者17日从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获悉，中央和国家机关
140个部门公车改革率先收官，5年
来共取消公务用车3868辆，车辆压
减率达61.8%；2016年，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接待支出 4.19 亿元，较
2012年大幅下降，减少10.79亿元，
降低72.03%。

记者了解到，为整治“车轮上的
浪费”，公车改革以来，中央和国家
机关公开拍卖取消车辆2046辆，溢
价率达65.15%，共安置司勤人员
2126人，上交国库处置收入1.13亿
元。各级党政机关打破旧的公务用
车使用和管理模式，建立新型公务
出行保障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公

车私用、超编制超标准配车、公车经
费支出居高不下等顽瘴痼疾。目
前，全国29个省区市公车改革基本
完成，中央企事业单位公车改革正
稳步推进。

此外，各地积极推进公务接待
管理改革，整治“舌尖上的浪费”。
各地陆续出台了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办法，积极向社会购买住宿、用餐、
用车等服务，普遍建立健全接待公
函、接待清单制度，规范接待流程。
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待支
出较 2012 年减少 10.79 亿元，天
津、辽宁、福建等地公务接待支出较
2012 年下降幅度均超过 70%。
2016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
总额较2012年下降41.08%。

中央和国家机关节约成绩单亮出：

公车压减逾6成 接待支出降幅大

“巨型稻”
2.2米高

中科院推出高产
水稻新种质

这是一种水稻新
种质，株高可达2.2米，
具有高产、抗倒伏、抗
病虫害、耐淹涝等特
点，被认为开启了水稻
研制的一扇新门

10月16日，在位于湖南长沙县金井镇的“巨型稻”试验田，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夏新界在查看水稻生
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瑞
典科学家通过大规模基因测序发现
了一批新的耐药基因，它们可使细
菌具备对抗当前最强力抗生素——
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能力。

这一成果将有助于设计新药，
使人类在与细菌耐药性的斗争中取
得先机。相关论文发表在《微生物
组》杂志上。

瑞典查默斯理工学院和哥德堡
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分析了来
自世界各地不同环境大量细菌的脱
氧核糖核酸（DNA）序列，运用新算

法寻找与一类细菌酶有关的基因。
这类细菌酶称为金属β－内酰

胺酶，其成员众多，能降解抗生素分
子，使其失去活性。研究人员新发
现了76个新基因，并用大肠杆菌对
其中21个基因进行实验，确认其中
18个基因能够对抗碳青霉烯类药
物。

研究人员说，这批新基因只是
冰山之一角，自然界中应当还存在
多种尚未被发现的耐药基因，他们
下一步将寻找针对其他类型抗生素
的基因。

科学家新发现针对最强抗生素的耐药基因

图 说 天 下

10 月 16 日，在爱尔兰克莱尔郡拉欣奇，一名男子在风中自
拍。据爱尔兰媒体16日报道，飓风“奥费利娅”当天在该国西南沿
海的凯里郡登陆并一路北上，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数十万户家庭
和商户断电。 新华社发

飓风来袭

香港将加强中国历史教育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日发表上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教

育方面，她提到将落实中国历史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并从多方面促进师
生全方位认识国情。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有助提升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和
认同感，值得赞许，并应该加快落实相关政策。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