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清帝国国家邮政时期 (1897-1911) 始发戳系列 

干支日戳紀錄之丙午/己酉/辛亥閏月 

 24 -- 清＊干支纪年 5 --- DQIP-E5

DA QING Imperial Post Period (1897—1911) 

Cancellations of Origin 

Lunar Year Cancellations Recording 

Intercalary Months of 1906/1909/1911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广东罗定 / 丙午闰月二日

广东罗定（丙午闰月二日/1906.5.24）
—某局（丙午闰四五日/1906.5.27）

—广州（28 MAY 06）
—Hong Kong（29 MY 06）

—Seattle, U.S.A.（JUN 20 1906）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直隶秦王岛 / 丙午闰月一日

直隶（丙午闰月一日/1906.5.23）秦王岛
—直隶（丙午闰月二日/1906.5.24）塘沽

—上海
—直隶（丙午闰月十一日/1906.6.2）塘沽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云南河口 / 丙午闰月三日

云南（丙午闰月三日/1906.5.25）河口

请求盖销

江苏周浦 / 丙午闰月二日

江苏（丙午闰月二日/1906.5.24）周浦
—江苏（丙午闰月二日/1906.5.24）上海
—直隶（丙午闰月六日/1906.5.28）北京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江苏上海 / 丙午闰月十一日

江苏（丙午闰月十一日/1906.6.2）上海
—浙江（丙午闰月十四日/1906.6.5）某局

国内信函邮资2分

直隶山海关 / 丙午闰月十二日

直隶（丙午闰月十二日/1906.6.3）山海关
—塘沽（4 JUN 06）
—上海（8 JUN 06）

—上海日本客邮局（8.6.06）
—San Francisco, Cal., U.S.A.（JUL 3 1906）

—Berkeley, Cal.（JUL 4 1906）

国际信函               10分
挂号                      10分
                              20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湖北广济 / 丙午闰月十三日

湖北（丙午闰月十三日/1906.6.4）广济
—湖北（丙午闰月十四日/1906.6.5）武穴
—江西（丙午闰月十五日/1906.6.6）九江

—江西（丙午闰月十五日/1906.6.6）牯牛岭

国内信函邮资2分

江苏镇江 / 丙午闰月十三日

江苏（丙午闰月十三日/1906.6.4）镇江
—直隶（丙午闰四廿日/1906.6.11）天津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云南丽江 / 丙午闰四十五日

某局
—云南（丙午闰月十一日/1906.6.2）下关
—云南（丙午闰四十五日/1906.6.6）丽江

国内信函邮资2分

直隶长辛店 / 丙午闰月十九日

直隶（丙午闰月十九日/1906.6.10）长辛店
—北京（10 JUN 06）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湖北武昌 / 丙午闰月廿五日

湖北沙市（13 JUN 06）
—汉口（16 JUN 06）

—湖北（丙午闰月廿五日/1906.6.16）武昌

国内信函邮资2分

四川富顺 / 丙午闰月十九日

四川（丙午闰月十九日/1906.6.10）富顺
—四川（丙午闰月廿二日日/1906.6.13）重五庆

—北京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江苏镇江 / 丙午闰月廿二

江苏（丙午闰月廿二/1906.6.13）镇江
—上海（丙午闰月廿三日/1906.6.14）

—直隶（丙午闰月廿七/1906.6.18）天津

国内信函                 2分
续重(每半两)           2分
                               4分

安徽芜湖 / 丙午闰月廿四日

安徽（丙午闰月廿四日/1906.6.15）芜湖
—上海（JUN 06）

—青岛德国客邮局（21/6 06）

青岛明信片邮资1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直隶昌黎 / 丙午闰月廿五日

直隶（丙午闰月廿五日/1906.6.16）昌黎
—上海（21 JUN '23'）

—上海日本客邮局（22. 6. 06）
—Seattle, U.S.A.（JUL 1 1906）

直隶大名 / 丙午闰四廿四日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直隶（丙午闰四廿四日/1906.6.15）大名
—北京（16 JUN 06）

—天津（JUN 06）—天津日本客邮局（18.6.06）
—Yokohama, Japan（27.6.06）
—Seattle, U.S.A.（JUL 1906）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承德府 / 丙午闰月廿六日

直隶（丙午闰月廿六日/1906.6.17）承德府
—直隶（丙午五月一日/1906.6.22）遵化

—唐山（2_ JUN 06）
—上海（27 JUN '21'）

—Germany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山东高密 / 丙午闰月廿八日

山东（丙午闰月廿八日/1906.6.19）高密
—山东（丙午闰月廿八日/1906.6.19）济南
—山东（丙午闰月卅日/1906.6.21）兖州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0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连窝镇 / 丙午闰月卅日

直隶（丙午闰月卅日/1906.6.21）连窝镇
—直隶（丙午闰月卅日/1906.6.21）东光
—直隶（丙午五月二日/1906.6.23）天津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北通州 / 己酉闰月初一日

直隶（己酉二月廿八日/1909.3.19）张家口
—北京（己酉二月三十/1909.3.21）

—直隶（己酉闰月初一日/1909.3.22）北通州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直隶彭城 / 己酉闰月初一

直隶（己酉闰月初一/1909.3.22）彭城
—大名府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广西郁林州 / 己酉闰月初二

广西郁林州（己酉闰月初二/1909.3.23）
—广西（己酉闰月六日/1909.3.27）藤县

—梧州（28 MAR 09）
—Hong Kong（31 MR 09）

—South Hadley, Mass., U.S.A.（MAY 9 1909）
—Glastonbury（MAY 11 1909）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湖北宜昌 / 己酉闰月初二

青岛明信片邮资1分
（溢贴1分）

湖北（己酉闰月初二/1909.3.23）宜昌
—汉口（26 MAR 09）
—上海（29 MAR 09）

—青岛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浙江衢州 / 己酉闰月初五

浙江衢州（己酉闰月初五/1909.3.26）
—绍兴（己酉闰月初八/1909.3.29）
—宁波（己酉闰月初十/1909.3.31）

国内信函邮资2分

云南云南 / 己酉闰月初三

云南云南（己酉闰月初三/1909.3.24）
—云南（己酉闰月九日/1909.3.30）曲靖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湖北武昌 / 己酉闰月初五

湖北汉口（25 MAR 09）
—湖北（己酉闰月初五/1909.3.26）武昌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江苏上海（己酉闰月初五/1909.3.26）
—上海（26 MAR 09）

—Germany

江苏上海 / 己酉闰月初五

国际信函                       10分
续重(每重半两)6分×2   12分
                                      2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天津 / 己酉闰月初六

直隶芦台（己酉闰月初五/1909.3.26）
—天津（己酉闰月初六/1909.3.27）

国内信函片邮资2分

直隶贺钏 / 己酉闰月初八

直隶（己酉闰月初八/1909.3.29）贺钏
—直隶（己酉闰月初十/1909.3.31）某局
—直隶（己酉闰月十一/1909.4.1）顺德
—北甲京（己酉闰月十一/1909.4.1）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江苏上甲海（己酉闰月初八/1909.3.29）
—上寅海（己酉闰月初八/1909.3.29）

江苏上海 / 己酉闰月初八

本埠明信片邮资1分

浙江上虞 / 己酉闰月初八

浙江（己酉闰月初八/1909.3.29）上虞
—余姚（己酉闰月初九/1909.3.30）
—百官（己酉闰月初十/1909.3.31）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云南蒙自 / 己酉闰月十二

挂号执据

云南（己酉闰月十二/1909.4.2）蒙自

河南惠济桥 / 己酉闰月十一日

河南（郑己酉闰月十一日州/1909.4.1）惠济桥
—郑州（己酉闰月十二/1909.4.2）

—直隶（己酉闰月十三日/1909.4.3）顺德
—济南（己酉闰月/1909.4）

—山东（己酉闰月十七/1909.4.7）掖县
—沙河（己酉闰月十八/1909.4.8）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日期手填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本埠信函邮资1分

本埠投递
北未京（己酉闰月十三/1909.4.3）

直隶北京 / 己酉闰月十三

河南孟县 / 己酉闰月十三日

河南（己酉闰月十三日/1909.4.3）孟县
—河南（己酉闰月十五日/1909.4.5）新乡县
—河南（己酉闰月十五日/1909.4.5）彰德
—直隶（己酉闰月十六日/1909.4.6）顺德
—山东（己酉闰月十八日/1909.4.8）济南

国内信函                 2分
续重(每半两)           2分
                               4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天津 / 己酉闰月十三

直隶天子津（己酉闰月十三/1909.4.3）
—北丁京（己酉闰月十四/1909.4.4）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广东平岗 / 己酉闰月二月十三

广东新昌县平岗墟宝生隆—广东（己酉闰月二月十三/1909.4.3）平岗
—平岗三盛利驳艇—新昌（己酉闰月十五/1909.4.5）

—广州（6 APR 06）—广州法国客邮局（6 AVRIL 06）—Hong Kong（7 AP 06）—California, U.S.A.

国际信函               10分
续重(每重半两）      6分
挂号                       10分
                         26分



�0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河南惠济桥 / 己酉闰月十九日

河南（郑己酉闰月十九日州/1909.4.9）惠济桥
—郑州（己酉闰月二十/1909.4.10）

—直隶（己酉闰月廿一日/1909.4.11）顺德
—济南（己酉闰月/1909.4）

—沙河（己酉闰月廿六/1909.4.16）

国内信函                 2分
挂号                        5分
                               7分

日期手填

江苏上海 / 己酉闰月十八

江苏上丑海（己酉闰月十八/1909.4.8）
—浙江（己酉闰月十九/1909.4.9）宁波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山东即墨（己酉闰二廿日/1909.4.10）

山东即墨 / 己酉闰二廿日

请求盖销

湖北保宁 / 己酉闰月廿二日

湖北保宁（己酉闰月廿二日/1909.4.12）
—汉口（1 MAY 06）

—Birmingham, England（JU 9 09）

国际印刷品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山东恩县 / 己酉闰月廿二

山东（己酉闰月廿二/1909.4.12）恩县
—德州（己酉闰月廿三/1909.4.13）
—天津（己酉闰月廿六/1909.4.16）

—直隶（己酉闰月廿六/1909.4.16）北甲京

国内信函邮资2分

浙江定海 / 己酉闰月廿六

浙江定海（己酉闰月廿六/1909.4.16）
—浙江（己酉闰月廿六/1909.4.16）宁甲波

国内信函邮资2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顺德 / 己酉闰月廿七

直隶（己酉闰月廿七/1909.4.17）顺德
—北丁京（己酉闰月廿八/1909.4.18）
—北京法国客邮局（19 AVRIL 09）

—Oise, France（6 -6 09）

国际印刷品        6分
挂号                 10分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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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山东泰安 / 辛亥闰月初二

山东泰安（辛亥闰月初二/1911.7.27）
—济南（28 JUL 11）

—上海（2 AUG 11）—上海（2 AUG '13'）
—New York, U.S.A.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直隶保定府 / 辛亥闰月初三

直隶保定府（辛亥闰月初三/1911.7.28）
—直隶（辛亥闰月三日/1911.7.28）北京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陕西兴平 / 辛亥闰月四日

陕西（辛亥闰月四日/1911.7.29）兴平
—西安（辛亥闰月/1911.7）

国内信函邮资3分

四川峨眉县 / 辛亥闰月初五

四川（辛亥闰月初五/1911.7.30）峨眉县
—彭县（辛亥闰月初九/1911.8.3）
—成都（辛亥闰月十日/1911.8.4）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山西徐沟 / 辛亥闰月十一日

山西（辛亥闰月十一日/1911.8.5）徐沟
—太原府（辛亥闰月十二日/1911.8.6）
—北甲京（辛亥闰月十四日/1911.8.8）

国内信函邮资3分

国内信函邮资3分

四川潼川府（辛亥闰月六月初十/1911.8.4）
—四川（辛亥闰月初十/1911.8.4）中江县

四川潼川府 / 辛亥闰月六月初十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滦州车站 / 辛亥闰月十三

国内信函邮资3分

直隶（辛亥闰月十一/1911.8.5）X县
—直隶（辛亥闰月十一/1911.8.5）祁州
—北甲京（辛亥闰月十二/1911.8.6）

—滦州车站（辛亥闰月十三/1911.8.7）
—某局（辛亥闰月十四/1911.8.8）

直隶天津城寅（辛亥闰月十一/1911.8.5）
—北京（辛亥闰月十二/1911.8.6）

直隶天津城 / 辛亥闰月十一

国内信函邮资3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东三省奉丁天（辛亥闰月十五/1911.8.9）
—直隶（辛亥闰月十五/1911.8.9）北京

东三省奉天 / 辛亥闰月十五

快信

直隶张家口 / 辛亥闰月十四

直隶（辛亥闰月十四/1911.8.8）张家口
—天津城（辛亥闰月十五/1911.8.9）

国内信函邮资3分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国际印刷品邮资2分

江西（辛亥闰月廿日/1911.8.14）牯岭
—九江（15 AUG 11）
—上海（16 AUG 11）
—上海（17 AUG '18'）

—Virrat, Finland（6 Ⅸ 11）

江西牯岭 / 辛亥闰月廿日

四川成都 / 辛亥闰月十七

四川成都（辛亥闰月十七/1911.8.11）—北京（28 AUG 11）
—北京法国客邮局（28 AOUT 11）—Seine et Oise, France（11 -9 11）

国际信函                         10分
续重(每重半两)6分×2     12分
                                        22分 



�0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西藏拉萨 / 辛亥闰月廿二

西藏（辛亥闰月廿二/1911.8.16）拉萨
—西藏（辛亥闰月廿八/1911.8.22）亚东

西藏拉萨 / 辛亥闰月廿二

西藏（辛亥闰月廿二/1911.8.16）拉萨
—西藏（辛亥闰月廿五/1911.8.19）江孜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江西景德镇 / 辛亥闰月廿五

江西景德镇（辛亥闰月廿五/1911.8.19）
—北京（辛亥七月初六/1911.8.29）

国内信函                 3分
挂号                        5分
回执                        5分
                             13分

直隶北京 / 辛亥闰六廿四

直隶北京（辛亥闰月廿四/1911.8.18）

快信收据



��

大清邮政闰月干支日戳

直隶保定 / 辛亥闰月廿九日

快信

直隶（辛亥闰月廿九日/1911.8.23）保定
—直隶（辛亥闰月廿九日/1911.8.23）北六京

直隶北京 / 辛亥闰月廿八

国内信函邮资3分

山东德州
—北京（辛亥闰月廿八/19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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