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
数字人民币的脚步似乎越

来越近了。
日前发布的《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实 施 方 案
(2020－2025 年)》提出，在中国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
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
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
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
和国际合作。

据悉， 深圳本次试点是深
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为
刺激消费、 拉动内需开展的创
新实践， 也是数字人民币研发
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试。

在此之前，建行 8 月份
也曾公开进行数字人民币

钱包测试。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司司长孙国峰 8 月 25 日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说，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
作正遵循“稳步、安全、可控、
创新、实用”原则，在深圳、苏
州、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
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
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
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
便捷性、 场景适用性和风险
可控性。

孙国峰称，目前数字人
民币还在内部封闭试点测
试阶段。 数字人民币正式
推出没有时间表。 你期待数
字人民币吗？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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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汪佳祎（身份证 411326200507133341），女，出生医

学证明不慎丢失，出生证编号:F410754577，现声明作废。
●赵秀英（身份证号：412931195002180020），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书（证号：建字第
2020 年 172 号）遗失，声明作废。

●王晶（身份证号 411381198703232026）购买万家园
桂花城枫桥水岸 30-1-1203 房收据（编号 G0003768、金额
45939 元）遗失，声明作废，由此引起一切损失与经济纠纷
由本人承担，与南阳万家园桂花城有限公司无关。

●南阳市锦隆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0MA3X5GKG1Q）公章及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本人海本乾，于 2016

年 12 月在信阳市横川县
捡到一男婴，父母身份不
详， 现寻找孩子亲身父
母， 知情人请与我联系，
电话：15537760798。

5 万名深圳人成为第一批尝鲜数字人民币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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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数字人民币红包刷屏了。 深圳 5 万人抽中了 200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成为第一
批尝鲜数字人民币的幸运儿。

小伙伴们都很好奇，数字人民币长什么样？怎么花？比微信和支付宝好用吗？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5 万人尝鲜数字人民币
“感谢深圳！ 中签率

2.6% ， 我是 5 万名幸运
儿之一。 ”深圳的周女士
收到数字人民币红包后
非常兴奋，第一时间晒出
了 200 元数字人民币红
包的截图。

近日， 深圳开展数字
人民币红包试点，面向在
深个人发放 1000 万元数

字人民币红包，每个红包
金额为 200 元，红包数量
共计 5 万个。

最终，191 万多人报名
摇号，抽出了 5 万人，中签
率仅为 2.6%， 人们对数字
人民币的热情可见一斑。

领取数字人民币 红
包的过程非常简单。 按照
中签短信发来的链接，周

女 士 下 载 数 字 人 民 币
App， 然后输入手机号进
行注册登录，开立个人数
字钱包， 就成功领到了
200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
银行的数字人民币底色不
一样，比如，建行是蓝色，
农行是绿色， 工行和中行
是红色。

上滑付款，下滑收款
领取了红包， 之后就

来到消费环节。 数字人民
币红包如何使用呢？

数字人民币 App 显
示，上滑付款，下滑收款，
右上角则为扫码付。 用户
可扫描商户收款码或者
商户扫描用户付款码进行
消费。

“和支付宝、微信支付
一样方便快捷！ ”收到数字
人民币红包后， 深圳大学

生小芙到罗湖华润万家打
卡消费，买了一些零食、文
具和日用品。

“我用的是上滑付款，
收银员扫我的付款码，我输
入密码后有个人民币图案
两百块飞出的动作，感觉很
好玩， 整个过程也很流畅，
体验很好。 ” 小芙对中新网
记者说。

据悉，参与本次试点
的商户包括商场超市、生

活服务、日用零售 、餐饮
消费等类型， 中石化、华
润万家、沃尔玛等商户均
可使用。

中签者可于 10 月 12
日 18 时至 10 月 18 日 24
时在罗湖区辖内已完成数
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 3389
家商户无门槛消费。 200 元
红包可分次使用， 超过有
效期未使用的红包将由数
字人民币系统收回。

比微信和支付宝好用在哪儿
很多人关心， 相比于

微信和支付宝，数字人民
币好用在哪里呢？

根据媒体报道， 一家
试点商户的负责人提到
两点优势，一是店面信号
不好时，也可以受理数字
人民币，“以前经常遇到
扫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收
款码时，因为店面信号不
好， 客户端显示已扣费，
但我们商户还没收到的
情况”。

二是商家没有费用负
担 ，用支付宝 、微信支付
收款都要手续费，但数字
货币是国家法定货币，用

这个渠道收单没有费用
产生，对商家来说，可以
节省这部分开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范一飞近日发表文章《关
于数字人民币 M0 定位的
政策含义分析》 指出，数
字人民币不计付利息，具
有非盈利性，追求的是社
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
化。 因此，人民银行对数
字人民币执行与现金一
致的免费策略。 人民银行
建立免费的数字人民币
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
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
兑换流通服务费用，商业

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
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
回服务费。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
董希淼对中新网记者说，
数字人民币使用很方便，
微信、支付宝之间不能互
相转账，而且有的地方不
支持微信或支付宝，而数
字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任
何人不能拒收。

按照人民币的法偿性
规定，以数字人民币支付
我国境内一切公共和私
人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具备接收条件的情况
下不得拒收。

声 明
由河南楚汉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南

阳市汇景国际商住楼工程（1#） 已于
2017年 11月竣工， 此项目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分别由河南楚汉置业有限公司
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5 万元整，由河
南楚汉置业有限公司代河南省大成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5 万元整， 因公司把保证金收据丢失，
现办理退还保证金事宜， 如发生任何因
票据丢失引起的经济纠纷和法律后果，
由河南楚汉置业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