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２０１９ 世界集邮展特别规则
第一条 展览宗旨
１．１

中国 ２０１９ 世界集邮展（简称“中国 ２０１９”）举办宗旨：

（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
（２）促进世界各国集邮人士和集邮爱好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保持
紧密的合作。
（３）为中国集邮人士和集邮爱好者提供国际创意活动的机会，以促
进中国集邮文化的发展。
第二条 主办机构、举办地点及日期
２．１ “中国 ２０１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主办，由湖北省交通
运输厅、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华全国集邮联
合会共同承办。“中国 ２０１９”由组织委员会管理和运行。
２．２ “中国 ２０１９”举办地点为武汉市国际博览中心 。
２．３ “中国 ２０１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１７ 日举行，历时 ７ 天。
第三条 赞助和适用规则
３．１“中国 ２０１９”邮票博览会是由国际集邮联合会（ＦＩＰ）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曼谷举行的第 ７５ 届国际集邮联合会大会上正式赞助的综合
世界邮展。
３．２ “中国 ２０１９”同时由亚洲集邮联合会批准给予誉助。
３．３ 下列规则适用于“中国 ２０１９”：
１、国际集邮联合会邮展总规则 （邮展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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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集邮联合会竞赛类展品评审总规则（评审总规则）
３、竞赛类展品评审专用规则（专用规则）
４、“中国 ２０１９”特别规则
５、如特别规则条款与邮展总规则、评审总规则、专用规则不一致，
则以特别规则为准。
第四条 参展条件
４．１

竞赛类展品
国际集邮联合会成员组织及非国际集邮联合会成员的亚洲集邮
联合会成员组织均可报名参展，
参加竞赛类（类别 ２－１２ 和 １３Ｂ－Ｃ）
展出的展品，须在其国家（地区）级邮展上取得不低于镀金奖
的获奖等级。关于参展展品的规则详见邮展总规则中条款 ９ 至
１９ 以及条款 ２１。

４．２

非竞赛类展品
非竞赛类展品（含荣誉类）由“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根据其需要
进行邀请。

第五条 展品类别
５．１ 非竞赛类（特别邀请）
（１）荣誉类
－ 国际集邮联合会大奖俱乐部展品
－ 其他
（２）其它非竞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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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竞赛类
（１）锦标赛类：限于 １０ 年内的三个不同年份，曾在国际集邮联
合会赞助的世界邮展中获得三枚大金奖的展品。针对本届邮展，第三
枚大金奖须在 ２００９ 年后获得，同时，前两枚大金奖须在十年中的不
同年份获得的展品才可参与本类别。
（２）传统集邮类
（Ａ） 中国
（Ｂ） 亚洲，大洋洲和非洲
（Ｃ） 欧洲
（Ｄ） 美洲
（３）邮政历史
（Ａ） 中国
（Ｂ） 亚洲，大洋洲和非洲
（Ｃ） 欧洲
（Ｄ） 美洲
（４）邮政用品类
（５）航空集邮类
（６）航天集邮类
（７） 专题集邮类：请注意如下分类并在报名表中详细注明。
（Ａ） 自然
（Ｂ）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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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科技
（８）极限集邮类
（９）印花（税票）类
（１０）现代类（１９８０ 年以后）
现代类旨在鼓励现代集邮素材收集者展示其高水准的邮集，并让
邮政部门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集邮爱好者在收集并研究其 １９８０ 年以后
所发行的素材。
此类别展品应遵守国际集邮联合会各类别的专用规则。
现代类展品须由邮政部门 １９８０ 年后发行的集邮素材组成。现代类
展品的选题所涉及到的邮票须为 １９８０ 年（含）后发行的邮票及适用
素材。但可以使用少量 １９８０ 年以前发行的与展品内容相关的重要邮
品。
现代类展品评审将采用上述竞赛类展品评审专用规则。
现代类展品将根据奖级颁发国际集邮联合会邮展奖牌，其成绩将
计入国际集邮联合会获奖记录。得分低于 ６０ 的展品将颁发参展证书。
（１１）开放类
（１２）图画明信片类（试验类）
（１３）青少年集邮类：
Ａ 组：１０ 岁－１５ 岁
Ｂ 组：１６ 岁－１８ 岁
Ｃ 组：１９ 岁－２１ 岁 实足年龄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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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一框展品类
参展者应选定某个较小范围作为主题，且该主题应适合在 １ 框范
围内进行最佳处理。该类别中不接受参展者利用国际上获奖展品（５
框或 ８ 框）素材精选而成的一框类展品。获奖者可按获奖分数（６０ 分
至 １００ 分）得到获奖证书，不授予奖牌。低于 ６０ 分的参展者可得到
参展证书。该项展品分类如下：
（Ａ） 传统类
（Ｂ） 邮政历史类
（Ｃ） 邮政用品类
（Ｄ） 航空集邮类
（Ｅ） 航天集邮类
（Ｆ） 专题类
（Ｇ） 极限类
（Ｈ） 印花（税票）类
请在展品报名表中明确注明参展类别（Ａ 或 Ｂ 或 Ｃ 等等）
（１５）集邮文献类
（Ａ） 集邮和研究书籍（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或以后出版）
（Ｂ） 集邮杂志期刊（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后发行的全年合订本）
（Ｃ） 目录（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后出版）
集邮文献参展者需同时填写参者信息表和集邮文献参展信息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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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报名表中详细注明本部展品的分类。
第六条 展品的评审和设立的奖项
６．１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邀请具备资格的国际集邮联合会评审员依照
“评审总规则”、
“竞赛类展品评审专用规则”和“特别规则”对竞赛
类展品进行评审。
第七条 展框尺寸和分配
７．１

“中国 ２０１９”使用的展框高 １２０ 厘米 ，宽 ９７ 厘米，每框可展出
１６ 页贴片（４ 页 ｘ４ 行）。贴片及护邮袋的最大尺寸为宽 ２３ 厘
米，长 ２９ 厘米。另外，其他国际集邮联合会认可的贴片尺寸
也可参展，即：
－ Ａ３ 或 ４６ｘ２９ｃｍ： 每框展出 ８ 页贴片（２ 页 ｘ４ 行）。
－ ３１ｘ２９ｃｍ：

每框展出 １２ 页贴片（３ 页 ｘ４ 行）。

７．２

参展展品要求使用浅色贴片，不接受黑颜色或深颜色贴片。

７．３

为评审员工作方便，所提供的证书原件应在贴片背面展示。需
在所展示贴片的右下角标注“©”

７．４

根据展览总规则第 ６ 条第 ３ 款和 ４ 款的规定，除图画明信片类、
青少年类、一框类展品、集邮文献类外，其它展品允许展出 ５
框或 ８ 框。第（１２）图画明信片类的展出框数为 ５ 框，第（１３）
青少年集邮类的展出框数为：Ａ 组：１－３ 框，Ｂ 组：２－４ 框，Ｃ
组：３－５ 框，第（１４）一框展品类展出 １ 框。

第八条 展品的报名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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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根据特别规则第 ４ 条规定，参展申请应通过本国（地区）的征
集员递交展品报名表。

８．２

经与国际集邮联合会顾问商议，对报名参展的展品，组委会有
权决定是否接收，且对未接收参展的不予解释理由。

８．３ 各国（地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前将征集员信息提交“中国
２０１９”总征集员。各国（地区）征集员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前
提交展品报名表，同时应提供其展品的前言页复印件，前言页
要求使用国际集邮联合会工作语言的一种进行书写。
８．４

参展者可使用化名报名参展，但根据展览总规则第 １６ 条规定，
其真实身份应告知“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

８．５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前确定接收展品并通
知各国（地区）征集员。

８．６

参展费由各国（地区）征集员代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前统
一汇至组委会。汇款账号如下：
账号.: 0200 0007 0905 4102 230
收款人: 中华集邮联合会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支行:北京市分行王府井支行
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37 号，邮编：
100006
银行国际代码: ICBKCNBJB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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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中国 ２０１９”邮展目录中的展品名称以报名表填写的展品名称
为准。

８．８

曾在国际上展出过的展品使用不同展品名称参加“中国 ２０１９”，
其使用过的展品名称应在报名中注明。且报名表中要求注明国
际集邮联合会制定并公布的参展者识别编号，该编号由参展者
所在地集邮联合会提供。国际集邮联合会秘书处每年发出联合
会有关会员的“获奖名单及所有参展商的身份识别编号”，以
及每年会费发票。

８．９

组委会将会对所有参展者信息严格保密，不会用作任何商业目
的。

第九条 参展费
９．１ 非竞赛性展品不收取参展费。
９．２ 除青少年集邮类（第 １３ 类）、一框类（第 １４ 类）、集邮文献类（第
１５ 类）外，竞赛性展品每框收取 ６０ 美元。
９．３ 青少年集邮类展品不收取参展费。
９．４ 一框类（第 １４ 类）展品每部收取 ８０ 美元。
９．５

集邮文献类（第 １５ 类）展品每部收取 ７０ 美元。

第十条 展品的交接
１０．１ 未能按期送交组委会的展品或贴片尺寸与第七条第 １ 款不符的
展品不予评审，已交纳的参展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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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贴片应装入透明护邮袋内展出，同时在贴片背面编号。
１０．３ 组委会应出具相应收据。
１０．４ 组委会通过各国（地区）征集员向参展者分发封套和清单。
１０．５ 展品应装入提供的专用封套内（每框展品装入一个封套）
，展品
清单装入展品第 １ 框的封套内。
１０．６ 展品统一由征集员送交组委会，不接受个人送交展品。
１０．７ 文献类展品（第 １５ 类 Ａ、第 １５ 类 Ｂ、第 １５ 类 Ｃ）要求提供 ２ 套，
展览结束后此类展品由组委会留存。期刊要求展出全年合订
本。为便于评审工作，此类展品要求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前寄
达组委会指定地址。文献展品不归还。文献寄送地址如下：
中国武汉市江汉区江旺路 ２２ 号
湖北省集邮协会，邮编 ４３００２３，
梁耀华
电话：＋８６ ２７－８３５６０３１１（办公）
；＋８６ １５９０２７６４７３３（手机）

第十一条 展品的装框和卸框
１１．１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统一安排展品的装框和卸框，经组委会同
意，征集员也可自行装框和卸框。
１１．２ 各国（地区）征集员需自行支付展品运送至展场和运回征集员
所在国（地区）的运费。
１１．３ 不得邮寄展品至组委会和寄回征集员所在国（地区）。
１１．４ 展品撤框和归还给参展者后的投诉将不会被组委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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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在展览期间不得要求归还展品和撤框。

第十二条 海关事宜
１２．１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将与海关部门协商简化有关手续，具体操
作办法确定后通知各国（地区）征集员。
第十三条 安全措施
１３．１ 组委会将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保证展览期间展品的安全。组委
会不承担邮展期间展品的运输、装框、拆框及交接时可能发生
的展品丢失或损坏。
１３．２ 展品上框后，各国（地区）征集员需要检查所有集邮贴片完好
无损。发生邮品丢失情况，征集员需立即通知组委会。各国（地
区）征集员需在确认表上签字确认上框完毕，并交给组委会，
此项确认工作需在展览开幕日前完成，在开幕日后收到展品的
情况除外（也需尽快确认）。
１３．３ 参展者必须为其展品购买保险（邮展总规则条款 ５０．２）。
第十四条 专家组
１４．１ 专家组组成人员由“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与国际集邮联合会顾问
协商确定。
第十五条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的权利
１５．１ 所有参展者申请“中国 ２０１９”均被视为接受特别规则。
１５．２ 经与国际集邮联合会顾问协商可对本特别规则进行修改，
并将所做修改及时通知各国（地区）征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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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经与国际集邮联合会顾问协商可对国际集邮联合会规则和特别
规则未尽事宜作出最终决定。
第十六条 “中国 ２０１９”规则的接受
１６．１ 参展者如填写展品报名表，即表示已接受“中国 ２０１９”特别规
则、邮展总规则、评审总规则和专用规则的所有条款。
１６．２ 如因翻译产生歧义，以英文版本为准。
１６．３ 中国法院对“中国 ２０１９”有关的法律事宜享有司法管辖权。
第十七条 通讯地址
１７．１ “中国 ２０１９”组委会通讯方式：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北区 ２ 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２３１９９９０
电子邮箱：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ｓｔａｍｐ＠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１７．２ “中国 ２０１９”总征集员
潘勇华女士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北区 ２ 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 ＋８６－１０－８２３１９９９０
电子邮箱：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ｓｔａｍｐ＠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１７．３ 国际集邮联合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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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贤先生
地址：１８ Ｂｏｏｎ Ｌａｙ Ｗａｙ， Ｔｒａｄｅｈｕｂ ２１， ＃０２－１２７，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６０９９６６
电话：＋９５ ９６３５ ０２１５
电子邮箱：ｔｐｈｐｈｉｌａｔｅｌ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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