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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退出流通 36 年，如今已涨至几百万天价；第二套人民币从 21.8 元涨至几十万，升值 2 万多倍；退出流通 10 年的第三套人民币从面值 18.8 元涨至
几万元，升值 4700 倍。 这就是人民币收藏的价值神话，据专家称，即将退出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已经迎来最佳黄金收藏时机。

全套 1009枚第四套人民币同号钞珍藏册
千元抄底价震撼发行

���������错过了收藏第一套人民币拥金百万的
神话机遇，错过了收藏第二套人民币收获万
贯家财的传奇机遇，再错过了第三套人民币
升值上千倍的稀世机遇，今天首套第四套人
民币千连号同号钞的财富投资机遇就再不
能错过！

在收藏界有句名言：早一步遍地黄金，晚一步寸
步难行。 例如：

36 年前，当时第一套人民币全套才 2000 元，如
今已经升值到几百万，并且有价无市。

16 年前，第二套人民币全套不到几万块，现在
已经涨至几十万！

3 年前的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才 2 万 2，到今天
已翻了几倍，价格涨至 9 万。

如今，第四套人民币即将退出流通领域，在市
场上逐渐销声匿迹，从而成为收藏中的新贵，更是
年年升值 100%。 而这套中国首套成系列的“第四
套人民币千连号同号钞”，足足 1009 枚纸币，都是
稀缺罕见的千连号和同号钞，发行量稀少，更兼之
这次为喜迎龙年，首次以 1980 元的抄底价公开发
行， 这可是连业内专家都惊呼的最具收藏投资潜

力的龙头藏品，现在以低价收藏，就为以后预留了
极大的价值启动空间。

第四套人民币已经具备即将退出流通、
市场沉淀、 价值领涨几大价值潜力的必备条
件，这次首发的第四套人民币千连号同号钞，
必将创造惊人的财富价值。

第四套人民币自 1997 年停止发行至今， 银行
对它是“只进不出”，整套的第四套人民币在市面上
已经很难见到了。 据很多权威钱币专家看来，一旦
它退出流通，其市场价值将无法估量，这套历史上
筹划时间最长的纸钞留存了新中国货币史上最后
的“角票”和“二元票”（第五套人民币已不再发行
1、2、5 角及 2 元券）， 这已露端倪的钞王品种好比
第一套人民币的“万元牧马券”（市价 60 万），第二
套人民币的“10 元大白边”（市价 20 万），以及第三
套人民币的“1 角背绿水印券”（市价 6 万），蕴藏了
无限的价值能量！经过 14 年央行回收销毁，退出流
通在即，市场充分沉淀，收藏价值突出，全套第四套
人民币千连号同号钞将会稳步上涨！

人民币号码越特殊越值钱。第四套人民币
同号钞珍藏册，钱币中的钻石，收藏价值巨大。

钱币的特殊号码收藏，往往一号之差，价格将
天壤之别。 如面值 10 元的奥运纪念钞，现在单枚
的价格已经高达 5300 元了，两张就是 10600 元。但
如果是两张钱币号码位 4 同，市场价却高达 52000
元， 整整 4 倍的差别。 第四套人民币同号钞珍藏
册，共 1009 枚钱币，从 100 元到 1 角全套共九种面
额后四位编码完全相同， 像这样的纸币它是一千
万套才能出一套，现在收藏就是藏到珍宝，藏到财
富，将来就是有钱都很难再买到的。

1009 枚第四套人民币千连号同号钞，中
国人民银行 16 年集齐一次，中国收藏家协会
出具专业收藏证书，枚枚绝品，确保真钞实币。

只要搞人民币收藏的人都知道，钱币一旦宣布
退出流通，就会被全面回收甚至销毁。 像已经退出
流通的前三套人民币，哪一套不是稀有珍品，哪一
套不是价值惊人。 而第四套人民币停止发行已经
15 年， 可以说， 在流通市场四套币已经无处可觅
了。这首套“千连号同号钞” 第四套人民币珍藏册，
不仅包含全部 9 种面额，更是罕见的四同号和千张
连号钞。 而且 1009 枚纸币，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的法定货币，并且枚枚都是全新全品相第四套人民
币， 这次如果不是为庆祝 2012 壬辰龙年， 专门收
集，专业发行，一般人很难以一次收集全。

收藏心声:收藏一套第四套人民币“千连
号同号钞”珍藏册，没有股票的高风险，却比
黄金、房产升值更快，越早收藏，越早受益。

王先生第一个打来电话订购， 他说订得越多，
将来收获就越大：“年一过，汽油、食用油，什么东西
都涨价，光守着工资存款怎么能行。 现在钱币投资
很热门，尤其是那些老钱，个个值千金。都说如今最
抢手就是第四套人民币，不仅还没退市就疯涨得像
坐火箭样，而且现在买还是抄底价，像前三套人民
币市场价都上万了。 这次我一口气订了 10 套，1 套
才 1980 元，10 套才一万多，放个几年，比买黄金、房
产可赚得多了，变现也非常容易。 ”

【发行公告】
我国的第四套人民币，

由于即将退出流通，日前正
是收藏时机 ， 如今为喜迎
2012 龙年，首次震撼集齐全
套第四套人民币千连号、同
号钞 1009 张，更以最低原始
价 1980 元公开发行， 成为
2012 年新年伊始极具收藏
潜力的龙头藏品。

�������第四套人民币千连号同号钞，包
含 1009枚纸币， 每一枚都是由中国
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都是市民
朋友曾经用过花过的第四套人民币。
全部 9 种面额一次集齐，每种面额纸
币后四号码全部同，更有纸币千张连
号， 首次以 1980元的抄底价公开发

行，全国仅限量 5000套。

【发售公告】

特别提示：
为喜迎 2012 壬辰龙年，前

20名购买者将可获赠 2012 年龙
年纪念钞一张， 郑重承诺本套所
有纸币均可在各大银行鉴别真
伪，假一赔万。

发行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19
号三和酒店大厅右侧中福藏品
专卖店（湖南省展览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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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高息集资

吴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吴
英在早期高息集资已形成巨额外债的情
况下，明知必然无法归还，却使用欺骗手
段继续以高息（多为每万元每天40-50
元，最高年利率超过180%）不断地从林卫
平等人处非法集资。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
于偿付欠款和利息， 部分用于购买房产、
车辆和个人挥霍，还对部分集资款进行随
意处置和捐赠。

吴英取得集资款项后， 为了炫富，以
骗取更多的资金而出手大方，在向杨卫陵
等人借款3300万元炒期货全部亏损后，
却谎称盈利， 竟另筹资分给杨等“红利”
1600万元， 后又陆续从杨处骗得资金
5000多万元； 公司员工外出办事结余90
万元，主动要其不必上交财务等等，最终
导致3.8亿元集资款无法归还。

用诈骗手段塑造“亿万富姐”
吴英在集资过程中使用了诈骗手段。

为了进行集资，吴英隐瞒其资金均来源于
高息集资并负有巨额债务的真相，并通过
短时间内注册成立多家公司和签订大量
购房合同等进行虚假宣传，为其塑造“亿

万富姐”的虚假形象。集资时，其还向被害
人编造欲投资收购商铺、 烂尾楼和做煤、
石油生意等“高回报项目”，骗取被害人的
信任。

吴英非法集资对象为不特定公众。吴
英委托杨某等人为其在社会上寻找“做资
金生意”的人，事先并无特定对象，事实
上，其非法集资的对象除林卫平等11名直
接被害人，还包括向林卫平等人提供资金
的100多名“下线”，也包括俞亚素等数十
名直接向吴英提供资金因先后归还或以
房产等抵押未按诈骗对象认定的人。

归案后曾供述贿赂公务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
失， 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

吴英归案后， 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
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
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
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
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的规
定，裁定不核准被告人吴英死刑，发回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据新华社

最高法未核准吴英死刑
综合考虑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案件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吴英非法集资

诈骗案始末

备受关注的“吴
英案” 有了最新进
展。记者20日从最高
人民法院获悉，最高
人民法院已完成了
对被告人吴英集资
诈骗案的死刑复核，
依法裁定不核准吴
英死刑，将案件发回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重新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
经复核认为，被告人
吴英集资诈骗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充分，一审判决、
二审裁定定性准确，
审判程序合法。

因债务纠纷， 吴英被义
乌市杨志昂、 杨卫陵的杨氏
家族成员软禁， 吴英及其家
属称之为“绑架”；

2006年12月21日至28日

吴英被东阳公安局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

2007年2月

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
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2010年， 吴英不
服判决上诉；

2009年12月18日

浙江省高院对吴英案二
审宣判，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
的死刑判决， 依法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复核；

2012年1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
人孙军工介绍了吴英集资诈
骗案进展情况， 表示将依法
审慎处理好本案；

2012年2月1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
者会上表示，对吴英案件的处
理，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012年3月14日

案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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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