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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夏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1896年雅典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0年巴黎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8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奖章 1948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1936年柏林奥运会参与奖章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参与奖章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64年东京奥运会参与奖章1960年罗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参与奖章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参与奖章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8年汉城奥运会参与奖章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参与奖章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4年雅典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与奖章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 2016年里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参与奖章 1924年巴黎奥运会参与奖章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参与奖章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参与奖章

历届夏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预览图 W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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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一届夏蒙尼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6年第十二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6年第四届加米斯-帕滕基兴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2年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0年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8年第十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2年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0年第十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8年第十五届卡尔加里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4年第十七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2年第十九届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4年第十四届萨拉热窝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2年第十六届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8年第十八届长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

2014年第二十二届索契冬奥会参与奖章2010年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

1928年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48年第五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6年第七届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2年第十一届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

2018年第二十三届平昌冬奥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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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是目前中国及国际上唯一一家对体育（奥

运）收藏品常年举办公开拍卖的专业机构，拥有国家文物拍卖资质。公司常年开展展览、鉴定、经营、

拍卖体育（奥运）收藏品等业务，亦开展体育博物馆建设策划及展品配置等业务。

公司立足国内、放眼国际。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传播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举（承）

办了国际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拍卖会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北京文

博会、深圳大运会、南京青奥会博览会等 30 余场体育奥运专场展览与拍卖会。同时与国际、国

家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国内外多家体育博物馆的友好合作伙伴，积累了丰富的行

业经验。

公司筹建的体育博物馆，已于 2017 年 10 月在北京宋庄艺术园区“试开馆”。馆藏体育藏

品万余件，包括中国古代体育、近代体育文物，各省体育、新中国体育、世界体育及奥林匹克体

育藏品。“试开馆”以来已接待了百余位大陆及港澳台业内专家、学者、收藏家、企业家及相关

领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公司设有 1000 余平方米展销厅。

常年征集、展示、销售与体育（奥运）有关的器材、用品、奖杯、奖牌、火炬、书画、雕塑、

名人签名、书报刊、老照片、证章等艺术品、收藏品。

为博物馆及个人提供合法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中国近代体育文物及各省市、新中国、世界、

奥林匹克收藏品及相关手续。

公司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艺术区青田大厦二层

公司网站：www.wylbpm.com

公司邮箱：010@vip.163.com

公司电话：010-8779　2511

新中国及国际体育藏品业务负责人：杨女士　138　1072　2008

民国时期及古代体育藏品业务负责人：李先生　139　1099　1088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发现  　合作　  友谊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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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展览风采

2017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 上海 )

2017 全国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展览会 （杭州）

2017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北京）

2017 体育文化与体育旅游博览会（内蒙）

2017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北京）

2017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



拍卖展览风采

2018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暨体育收藏品
拍卖会现场（上海）

2018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海）

2017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

2018 体育文化与体育旅游博览会拍卖会现场（广州）

2018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暨体育收藏品
拍卖会现场（上海）

2017 第十届全国体育收藏博览会（上海）



2016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 - 冬奥收藏品展览 ( 北京 )

2019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中国体育与国际
奥林匹克珍藏品展览（海南）

2018 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北京）

2019 奥林匹克博览会·故宫大展（北京）

2018 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北京）

拍卖展览风采



2018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北京）

2019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中国体育与国际
奥林匹克珍藏品展览（海南）

2018 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北京）

2019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中国体育与国际
奥林匹克珍藏品展览（海南）

公司展厅（北京）
南京体育学院 - 中央体育场·国术场修缮竣工典礼 -

国术徽章展（南京）

拍卖展览风采



2019 北京体育大学文化收藏展暨北京近现
代高校（学校）体育文化收藏展（北京）

201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双奥体育收藏品展（北京）

2019“与军运同行”中国近现代体育文化
暨军事体育珍藏品特展（武汉）

2019“体育梦 强国梦”—庆祝全国运动会
举办 60 周年展览（西安）

2019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珍藏品展（澳门）

2019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冬奥展（北京） 2019“体育强 中国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展（太原）

2019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海）



竞 买 须 知

预展时间：2019年11月26日-29日上午9：00-17:00

预展地址：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一号馆

拍卖时间：2019年11月29日上午9:30

拍卖地址：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两博会主舞台

网络预展：www.wylbpm.com

竞买手续：010-87792511 

　　　　　138 1072 2008 杨女士　　139 1099 1088 李先生

委托电话：158 1072 2008

本场拍卖规则与竞买须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1、本着公开拍卖、公平竞争、公正成交、诚实信用的原则，拍卖结果受法律保护。

2、凭身份证件和复印件，企事业单位凭证照和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竞买人须交纳保证金2万元人民币，竞买人请在拍卖会前进场，凭保证金收据换取竞价号牌。保证金以票据

支付的，须在拍卖前到达本公司帐户。竞买成功，保证金自动转为成交款，竞买人未能中标，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

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

4、竞价号牌代表竞买人身份，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转借或代举等，办理本竞价号牌的竞买人应承担由此竞价

号牌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5、本次拍卖会起拍价和加价幅度由拍卖师当场宣布，拍卖师视现场情况有权调整竞价阶梯。

6、竞买人进入拍卖会场参与竞买，即表明已知晓并同意遵守本拍卖会的相关规定。

7、竞买人口头出价和举牌示意均可，每次举牌表示递增一档，口头出价需同时举牌，不受递增一档的限制，

拍卖师报价三声，无人再应价击槌定价成交。竞买人成为买受人后，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并须在拍卖会后五个

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拍卖成交款及佣金。

8、买受人须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落槌价12%佣金。

9、付全款后办理标的物移交，其包装、搬运等自理；公司可帮助代理，但相关费用由买受人预付及承担。

10、买受人未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付清有关款项，视作悔拍，已付款项（包括保证金）不予退还。延期付

款时，本公司按日收取余款3‰的滞纳金，本公司亦有权重新处置拍品并保留按法律途径向悔拍方追诉的权利。

11、竞买人获取的任何资料、拍卖图录等仅供买 家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依据拍卖法本公司不承担瑕疵等担

保责任，敬请买家亲临预展现场，仔细查看拍品，欢迎垂询。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体育收藏  国际文化  积累财富  收获精神



W001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W002  1925 年美国密歇根湖畔马拉松奖杯  起拍价：3,500 元

W003  2006 年卡塔尔多哈亚运会官方总结报告  起拍价：4,000 元

为纪念中国女排在 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夺得冠军，特此发行
201 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纪念瓷盘。瓷盘正面选用里约奥运会色
彩元素做纹，左上方有 Rio2016 字样，下方有奥运五环标志，瓷盘右
上方是飘扬的五星红旗，瓷盘正面突出人物，让参赛的 12 名队员与郎
平教练的形象组合作为主视觉，配以金属贴花工艺装饰盘边，让整个
瓷盘显得艳丽而不俗。此款中国排球协会官方发售，全球限量 2000 个。
直径：26.5cm。

铭 文 为：D.Y.C/LAKEMARATHON/1925-1926 高 约 29cm。
D.Y.CDetroitYachtClub， 即： 底 特 律 快 艇 俱 乐 部。 底 特 律
（Detroit），是美国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本奖杯，是当地的快
艇俱乐部在 1925—1926 年举办的湖畔马拉松奖杯。说明在 20 世
纪 20 年代，当地就有驾驶快艇、跑马拉松等很新颖的体育运动。

2006年多哈亚运会是第15届亚运会，于2006年12月1日-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吉祥物是奥利，
有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 万名运动员参加该届比赛 423 个小项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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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05  1913 年美国宾州 Bloomsburg 新年马拉松奖杯 
起拍价：5,000 元

W004  1978 年曼谷亚运会日本代表团开幕式入场西服   
起拍价：7,800 元

W006  第 6 届远东运动会明信片一组 16 张  起拍价：2,000 元

铭文：COGMarathonJan1,1913/Bloomsburg,PA 译作：
COG 为 CouncilofGovernments，即市政厅杯马拉松，
1913 年 1 月 1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鲁斯伯格市。
杯高约为 17cm，双耳距约 10.5cm，重约 267 克。

内含中国代表团到达，运动员练习等场景的明信片 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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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08  1962 年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完整套票册，未使用 
起拍价：2,000 元

W009  1900 年巴黎奥运会报道马拉松冲线法文报纸 
起拍价：2,000 元

W007  1962 年雅加达亚运会小型旗帜 4 面   起拍价：2,000 元

内含全部乒乓球比赛门票。原本为每场撕去该场次门票，本
拍品为未使用新品。

当地及国际媒体对这次比赛给予报道。本件拍品为法文
报纸对本届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冲刺的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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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0  1939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马拉松奖杯  起拍价：5,000 元

W012  1982 年至 2001 年间日本长野冬季马拉松滑雪赛完赛证章等一组 12 件  起拍价：4,000 元

W011  1915 年加拿大马拉松冠军 EdouardFabre 海报 
起拍价：3,000 元

奖杯高 22.5cm。铭文为：MarathonMontreal/9·7·39，译作“蒙
特利尔马拉松，1939 年 9 月 7 日”。

日本札幌自 1981 年开始举办 50km 冬季马拉松滑雪比赛。本件拍品共含有 1982、1998 等 4 届马拉松
越野完赛奖牌、不同年份的 5 件参赛徽章、1 枚日本札幌滑雪协会徽章、1 枚滑雪劳功奖章（带原盒）
和 1 件 1998 年（平成 10 年）滑雪徽章等。

来自蒙特利尔的 EdouardFabre 以 2:31:41 的成绩夺得了
1915 年波士顿马拉松男子冠军，也成为了美国及加拿大的
马拉松冠军，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长距离跑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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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3  1978 年曼谷亚运会海报 2 张  起拍价：3,000 元

W014  著名体育雕塑设计师 Nick 设计冰球铜制雕塑 
起拍价：4,000 元

W015  著名体育雕塑设计师 Nick 设计冰壶铜制雕塑  起拍价：4,000 元

尺寸均为 77*53cm。

雕塑高约 22cm。

雕塑高约 16cm。

5



W016  著名体育雕塑设计师 Nick 设计足球铜制雕塑 
起拍价：4,000 元

W017  著名体育雕塑设计师 Nick 设计网球铜制雕塑 
起拍价：4,000 元

W018  1983 年广东双鱼杯乒乓球邀请赛男团冠军奖杯 
起拍价：6,800 元

雕塑高约 17.5cm。

雕塑高约 29cm。

铭文：广东双鱼杯 乒乓球邀请赛 男子团体冠军省乒乓球
协会 广东电视台 羊城晚报 广州文体工业公司 1983 年
4 月。高约 42cm，双耳距 25cm。另附 1982 年首届双
鱼杯乒乓球邀请赛特刊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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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0  国际奥委会全会丝带配章一组（6 枚）  起拍价：13,500 元

W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纪念册  起拍价：4,000 元

国际奥委会全会是国际奥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责有 : 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制订、修改和解释、选举
奥运会举办城市、选举国际奥委会委员等，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每届全会国际奥委会都会制作一枚佩章，
并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来区别佩戴者的身份。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由全会授权，是负责处理国际奥委会日常
事务的机构，执委会会议有时也会制作佩章。这些国际奥委会会议的佩章因其设计精美和特有的纪念价
值，受到世界奥林匹克收藏者的喜爱。
此组拍品包括：
（1）1976 年国际奥委会第 102 次利勒哈默尔全会丝带襟章
（2）1982 年国际奥委会第 85 次罗马全会丝带襟章
（3）1985 年国际奥委会第 90 次东德全会丝带襟章
（4）1975 年国际奥委会第 76 次洛桑全会丝带襟章
（5）1995 年国际奥委会第 104 次布达佩斯全会丝带襟章
（6）2001 年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莫斯科全会丝带襟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宣传部编辑《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纪念册》一套，1960 年人民体育出版社
出版，内部发行。全书概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的开幕、竞赛成绩、闭幕、运动员的会期生活、
祝贺诗文和感想、重要言论、大会组织机构、竞赛规程、竞赛日程统计表格、场地运动器材、奖品宣传
品纪念品等详细资料，大量的图片说明，图文并茂。详尽地记录了一届全运会的全部内容，大量历史图片，
此画册缺贺龙页。备注：目前此书大部分都没有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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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9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联合出品 205 个奥委会成员国徽章  起拍价：6,500 元



W022  掷铁饼者铜雕塑  起拍价：2,000 元

W023  1958 年 10 月云南省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体操总分第一名盾牌 起拍价：1,500 元 

W024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运动项目彩绘亚军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2,500 元

此件藏品以“体育运动之神——掷铁饼雕像”为原型创作，黄 
铜材质，刻画精致细腻，通体绵润，传神生动，色泽光亮，品 
相完好。生动展现了体育运动无与伦比的美感，高 28cm，宽 
16cm，带石制底座，底座高 5cm，直径 15cm。

云南省第一届运动会由昆明市人民政府承办，比赛时间为 1958 年 10 月 2 日至 5 日，参赛代表团有昆
明、东川、玉溪、楚雄、昭通、曲靖、红河、大理、德宏、临沧、丽江 、文山、思茅，共 876 人参赛。
比赛设有田径、体操、举重、自行车、射箭、射击六个比赛项目。本届运动会共有 6 人 1 项破全国记录，
23 人破省记录 。

盘心绘有荷兰国徽尤橄榄枝包围，盘周有 6 个运动场景，配以敏捷、时尚、运动等荷兰语，底部有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直径约 2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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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5  历届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大全套  起拍价：32,000 元
此组藏品包括：

（1）1968 年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吉祥物是滑雪人，舒斯，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非正式冬季奥运会吉祥物。
已知的该吉祥物均为塑料材质。
（2）1976 年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吉祥物，是奥地利山区泰洛尔人造型的雪人。
（3）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一只浣熊是当地的保护动物。
（4）1984 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一只名为 vucko 的灰狼形象。
（5）1988 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分别为 hidy 和 howdy，这也是冬季奥运会吉祥物首次以一男一女
成对出现。
（6）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 magique 中文名字冰上精灵，是以星形为设计重点，并且设计
及命名都有小朋友完成。该吉祥物也是冬季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不以小动物的形象来设计吉祥物，具有特殊意义。
（7）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 hakon 和 kristin，来自挪威童话故事的两个主角并以故事中
的两个孩子命名冬季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出现人物形象作为吉祥物。
（8）1998 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四只可爱的小猫头，应统一被称为 snowlets。但每只都还有不同的名
字，分别取名 sukki，nokki，lekki，tsukki。
（9）2002 年盐城湖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雪靴兔 powder、北美草原小狼 copper 和美洲熊 coal 分别代
表了冬季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
（10）2006 年都灵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内韦”和“格利兹”。
（11）2010 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吉祥物为名叫米加的北极熊和名叫魁特奇的北美野人，还有一个隐藏在其
后的名为 mukmuk 的土拨鼠。
（12）2014 年索契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分别为雪豹兔子和北极熊。
（13）2018 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吉祥物白老虎“Sooho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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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6  波兰奥委会主席藏品一组  起拍价：350,000 元

Morian Renke(1930-1992), 波兰体育活动家和外交官，波兰奥委会主席（1978-1986），曾任波兰
驻古巴、牙买加和西班牙大使。波兰众议院议员（1961-1965）。一共三套藏品：奥林匹克银质勋章带
证书原盒；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ACNO）金质勋章，原盒，带证书；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突出贡献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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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7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原版官方总结报告 
起拍价：50,000 元

W028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铅球项目雕塑（纪念杯） 
起拍价：3,500 元

W029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田径项目雕塑（纪念杯） 
起拍价：3,500 元

本报告仅有法语和希腊语合一的一种版本，前后 2 部分
分别介绍了公元前的古典奥运会及 1896 年首届现代奥
运会的盛况。品相，特别是书脊处完好，内有半页稍残。

铭文：OlympicGames,Henry,Aug-6-1932，译作：
1932 年 8 月 6 日，洛杉矶奥运会，Henry 获得。高约
19cm。

铭文：OlympicGames,Dwight,Aug-6-1932，译作：
1932 年 8 月 6 日，洛杉矶奥运会，Dwight 获得，高
约 16cm，含大理石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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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0  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主体育场通行证蓝色绿色一对 
起拍价：4,000 元

W031  1936 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总结报告（中文版）  起拍价：100,000 元

此组拍品为 1932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主体育场通行证两 
枚。持有主体育场通行证的观众可以在主体育场比赛期间 
进入场地内观赛，包括观看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参加的 
100 米、200 米预赛。通行证的蓝色与绿色为组委会的特 
殊设计，持有蓝色通行证代表可以在体育场北侧场地座位就 
坐，持有绿色通行证代表可在体育场南侧场地座位就坐。

1936 年，第 11 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报告记录了第二次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历程，并第
一次在奥运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太极拳等国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传统体育武
术。这次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 69 人，国术表演队 11 人，体育考察团 33 人，
还有干事、秘书、指导、顾问多人，共 141 人。而这支浩荡大军，竟连一名随队医生都聘不起。经费不足，
国术队员曾到南京大光明戏院卖艺，足球队也先期到东南亚国家表演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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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032  历届夏季奥运会火炬一组  起拍价：1,500,000 元 

13



W034  1960 年门票样式相同的官方邮资片 30 枚 
起拍价：3,000 元

W035  1964 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官方报告 
起拍价：3,500 元

W033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女子足球银牌（含获得者签名证明信）   起拍价：100,000 元

此组拍品为 1960 年意大利为罗马奥运会发行的一
套纪念邮资片，该套邮资片的一大特点是其设计风
格与比赛门票一致，只是颜色上稍有不同。本套藏
品共 30 枚，从邮资片的图案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开
闭幕式及各个比赛项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女子足球冠军被美国队夺得，巴西队获得第二名。本枚银牌由巴西运动员获得（具
体身份向买受人公布），并有该名运动员签名的证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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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6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各大项比赛通行证一套（22枚） 
起拍价：12,000 元

W037  1972 年札幌冬季运动会高浮雕金属挂盘 
起拍价：2,000 元

W038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风景建筑瓷盘 
起拍价：1,600 元

此组拍品为 1964 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奥运影像媒体通行证一
组，共 22 枚。持有此类通行证可以在证件规定的日期内自
由进出比赛场地进行观赛、采访与录制。本组通行证覆盖
了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及所有比赛大项，较罕见。

此拍品为纪念 1972 年札幌冬季奥运会制造。整盘
为银灰色，盘中心高浮雕以“舞动”抽象表达运动
的意义，左上侧位置为奥运会橄榄枝，下方如跑道
亦如光芒，引起观者联想，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
使其整体饱满绚丽，突出了日本对于奥运会的敬仰
与憧憬。直径约 28.8cm。

直径约 2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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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9  1972-2020 年夏季奥运会瓷盘一组   起拍价：25,000 元

此组藏品包括：
（1）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火炬手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19.5cm。
（2）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火炬手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19.5cm。
（3）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运动风景建筑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3cm。
（4）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会徽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3cm。
（5）1988 年汉城奥运会运动项目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3cm。
（6）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纪念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0.5cm。
（7）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国旗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0.5cm。
（8）2000 年悉尼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0cm。
（9）2004 年雅典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4.5cm。
（10）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官方纪纪念瓷盘  直径约 24cm。
（11）2012 年伦敦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23.5cm。
（12）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纪念瓷盘  直径约 25cm。
（13）2020 年东京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1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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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9   1972-2016 年夏季奥运会瓷盘一组   起拍价：26,000 元

此组藏品包括：

（1）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城市建筑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8.3CM

（2）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火炬手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19.5CM

（3）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运动风景建筑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3CM

（4）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运动项目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3CM

（5）1988 年汉城奥运会运动项目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3CM

（6）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纪念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0.5CM

（7）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国旗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0.5CM

（8）2000 年悉尼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0CM

（9）2004 年雅典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4.5CM

（10）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官方纪纪念瓷盘直径约 24CM

（11）2012 年伦敦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官方纪念瓷盘直径约 23.5CM  

（12）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纪念瓷盘直径约 25cm。

（13）2020 年东京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直径约 16.5cm。



W040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火炬手青花瓷盘   
起拍价：1,500 元

W041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开闭幕式与比赛大项门票全套共 25 枚  起拍价：8,000 元

W042  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2,000 元

直径约 19.5cm。

此组拍品为 1980 年苏联莫斯科奥运会开闭幕式及比赛大项门票一套，均为全新未使用。本组门票共 25
枚，覆盖了开闭幕式及全部比赛大项以及水上项目的三个分项（游泳、跳水、水球）。

直径约 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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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3  1936—1980 年奥运会火炬一组（11 把）  起拍价：800,000 元

18

1936 年柏林

奥运会火炬

1948 年伦敦

奥运会火炬

1956 年墨尔本

奥运会火炬

1960 年罗马

奥运会火炬

1964 年东京

奥运会火炬

1968 年墨西哥城

奥运会标准火炬

1968 年墨西哥城

奥运会黑色火炬

1972 年慕尼黑

奥运会火炬

1976 年蒙特利尔

奥运会火炬

1980 年莫斯科

奥运会火炬

1968 年墨西哥城

奥运会银色火炬



W044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证书共 12 张  起拍价：2,500 元

W045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 164 人签名的中国代表团手册及凯旋欢迎大会请柬 
起拍价：6,400 元

W046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28,000 元

共有大号证书 4 张，分别为：贡献纪念 2 张，奥林匹克艺术节证书 1 张，
参加奥运证书 1 张。共有小号证书 8 张，分别为：训练设施 1 张，官
员 1 张，安保官员训练 2 张，贡献纪念 1 张，参加开幕式仪式 1 张，
火炬传递英语 1 张，希腊火炬传递希腊语 1 张。

签名名单：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
中国奥委会委员何振梁、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代表团顾问吴家玮、副秘书长蔚继
统、副秘书长吴崇远、副秘书长赵启鑫。另有魏纪中、楼大鹏、郑海霞、张蓉芳、
姜英、杨晓君、谭良德、周继红、朱建华、李宁、楼云、马艳红、李玉伟、吴晓璇、
栾菊杰等著名人士和运动员。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由铝和铜合金制成，长 56cm，
以丙烷作燃料。手柄部分以皮革制成，呈橙黄色，并套有金
光闪闪的环状金属装饰物。火炬上有“第 23 届奥运会洛杉矶
1984"" 和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字样，以及大会
主体育场的纪念塔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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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7  1984 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40,000 元

W048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路线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1,500 元

W049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田赛运动项目限量金边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2,800 元

火炬高 57.5cm，由燃烧部和手柄两部分构成，在手柄座处刻有
金色“萨拉热窝 84”字样，由世界著名体育用品生产商美津浓
采用精钢制作，通体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在瓷盘盘面正中画有洛杉矶地图，地图上标有各项目
举办场馆位置；上部标有“LOS ANGELES”；下部
标有“1984”。盘底正中写有一段本次奥运会的介绍，
大意为：“1984 年夏季奥运会回归洛杉矶。开幕式在
纪念体育场举行。盘底下部的图案是本届开幕式举办
地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直径：21.3cm，美国制造。

直径：22cm，限量版，编号：645 号。洛杉矶奥组委官方授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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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0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运动项目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1,800 元

W051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彩绘游泳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2,000 元

W052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吉祥物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1,500 元

直径约 23cm。

直径约 26cm。

直径约 24cm。

21



W053  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官方奖牌样品  起拍价：18,000 元

W054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浮雕青铜钟  起拍价：8,000 元

W055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火炬限量纪念瓷盘 
起拍价：1,500 元

此拍品为 1988 年汉城奥运会青铜钟 ，呈现着中国古代青铜器
的风格、浮雕、镂空，从最上边周身纹饰到最底部奥运运动图
案浮雕，近十个不同内容的浮雕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汇在
一起，40 余人物及 88 年奥运主场馆，火炬，吉祥物、会徽、
铭文及 2008 年 2 月。 已烧毁的韩国国宝“崇礼门楼”青铜钟
从上到下的平雕浅浮雕、高浮雕，及镂空雕刻，如同一幅立体
画面有写实，有写意，有人物动物建筑，花草太极图，山水等
富有层次感。高约 24cm，口径 15.3cm。

蓝瓷釉面盈润，正面构图由韩国地标建筑水
原华城主楼，樱花，和火炬组成，整体画面
庄重不失优雅，盘底有“1988 汉城奥运会”
及以“双语”标注“第五版瓷盘”“BING & 
GRONDAHL(B&G 龚达尔瓷器生产长 ) 限量
版（丹麦）制作”描金字样，并以瓷盘背侧签
有烧造师符号印记。（为纯手工限量版制作）
直径 :18.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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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6  1990 年中央领导接见北京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照片  起拍价：2,000 元

W057  1992 年冬季运动会冰裂纹古代奥运图案瓷盘 
起拍价：2,500 元

W058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闭幕式与 26 大项目门票全套共 28 枚  起拍价：7,000 元

该藏品是挪威著名瓷器品牌公司“PORSGRUND”
为 1992 年冬季奥运会制作的瓷盘，正面图案为冰裂
纹背景下的古代奥运项目，图案最底部为橄榄枝托起
的五环，图案设计精美。直径：17.5cm。"

尺寸：1.62×21cm。

此组拍品为 1996 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开闭幕式及比赛大项门票一套，均为全新未使用。本组门票共
28 枚，覆盖了开闭幕式及全部比赛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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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924年第一届夏蒙尼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6年第十二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6年第四届加米斯-帕滕基兴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2年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0年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8年第十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2年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0年第十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8年第十五届卡尔加里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4年第十七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2年第十九届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4年第十四届萨拉热窝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2年第十六届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8年第十八届长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

2014年第二十二届索契冬奥会参与奖章2010年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

1928年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48年第五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6年第七届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2年第十一届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

W248　历届冬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起拍价：360,000元

2018年第二十三届平昌冬奥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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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6  历届冬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起拍价：420,000 元
W059  历届冬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起拍价：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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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0  历届夏季奥运会参与奖章一组  起拍价：1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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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7　历届夏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起拍价：150,000元

1896年雅典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参与奖章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参与奖章

1924年巴黎奥运会参与奖章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奖章

1948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0年巴黎奥运会参与奖章

1908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参与奖章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参与奖章

1936年柏林奥运会参与奖章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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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64年东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奖章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8年汉城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与奖章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参与奖章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参与奖章

2004年雅典奥运会参与奖章

2016年里约奥运会参与奖章

1960年罗马奥运会参与奖章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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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1  党和国家领导接见参加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照片  起拍价：5,000 元

W062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35,000 元

W063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韦奇伍德）  起拍价：2,000 元

火炬的设计理念来自悉尼歌剧院的建筑轮廓、太平洋蔚蓝的海
水，整个造型很像澳大利亚土著人用的飞镖。该火炬分为三层，
分别向征着土、火、和水。2000 年第二十七届悉尼奥运会的火
炬受到了一致的赞誉，这种火炬安全又环保。本届奥运会火炬
传递也是第一次进行了水下传递，完成了“水火相融”的壮举。
长度约为 77cm。

直径约 2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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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4  2002-2018 年冬季运动会火炬一组  起拍价：138,000 元

2002 年 盐 湖 城

冬季运动会火炬

2006 年都灵

冬季运动会火炬

2010 年 温 哥 华

冬季运动会火炬

2014 年索契

冬季运动会火炬

2018 年平昌

冬季运动会火炬

W065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新媒体门票一组 19 张  起拍价：2,000 元

本组共包含 19 个不同场次比赛的 19 张不同的门票，是媒体转播人员专用，非公开售卖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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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6  2002 年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队全体人员签名球一个 
起拍价：5,000 元

W067  中国女排夺得 2004 年奥运会冠军签名排球 
起拍价：3,800 元

W068  2006 年多哈运动会火炬（全新）  起拍价：12,000 元

2002 年韩日世界杯是 17 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于 2002 年 5
月 31 日 -6 月 30 日在韩国和日本举行。本届是首次在亚洲举
行的世界杯，也是首次由两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中国首
次进军世界杯，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
签名名单门将：江津、区楚良、安琦 / 后卫：范志毅、张恩华、
李玮峰、吴承瑛、杜威、孙继海、杨璞、徐云龙 / 前卫：马明宇、
李铁、祁宏、于根伟、邵佳一、李霄鹏、曲波、高尧、肇俊哲
/ 前锋：郝海东、宿茂臻等人。

签名名单：陈忠和、周苏红、杨昊、张娜、冯坤、王丽娜、
张萍、宋妮娜、刘亚男、张越红、赵蕊蕊、陈静、李珊。

2006 年多哈运动会火炬 , 高约 7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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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9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古巴队获得的棒球金牌（带证书）  起拍价：188,000 元

2004 年雅典奥运会棒球决赛中，古巴队和澳大利亚队展开金牌争夺战。最终，老牌劲旅古巴队以 6 ∶ 2
击败澳大利亚队，夺得金牌。



W070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摩尔多瓦代表团 9 种不同身份佩章一套 
起拍价：3,800 元

W071  2008 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合影照片  起拍价：3,500 元

W072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吉祥物银质纪念章  起拍价：2,500 元

分别为：官员、摄影、媒体、仲裁、参加者、视频音频媒体、医疗、
领队、教练。

尺寸：179*25.5cm。

此枚纪念章以 999 足银制造，重量 360 克，直径 112 毫米，正面图
案为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徵，吉祥物。背面图案为第 29 届奥
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运动造型和北京天坛。此枚纪念章以合金配人
造水晶台座进行装祯，设计新颖，工艺精良，配有北京 2008 年奥
运会特许商品防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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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3  历届奥运火炬镀金套装（3 套）  起拍价：3,800 元

W074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种灯  起拍价：138,000 元

火炬接力火种灯与矿灯原理相同，用来保存奥林匹克圣火的火种，主要用于火种迎接、圣火点燃、圣火
展示等活动。国际奥委会要求，为了保证圣火的尊严和火炬接力的纯洁性，火炬接力运行期间要保持圣
火持续燃烧。一旦火炬熄灭，必须用保存在火种灯里的圣火火种引燃火炬，以确保奥运会开幕式上主火
炬是由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点燃。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意源于古典、华美的中国宫灯，方圆
嵌套象征天圆地方，银色金属光泽和晶莹剔透的玻璃形成对比，传达出奥林匹克圣火所象征的神圣与纯
洁。全球限量 16 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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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0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9 个运动项目瓷雕塑大全套       起拍价：72,000 元

该套瓷器 29件寓意 29届奥运会，如此多雕塑组成一套，奥运史上实属罕见。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奥组

委与体育界将其作为馈赠贵宾的高档礼品，瓷器藏家和奥运藏家对其推崇备至，将其誉为北京奥运会最佳

藏品之一。作品请一流瓷艺专家，以世界专利的“倒角脱模法”，突破传统造型限制，在西方新艺术的流

畅线条中，完美融入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奥运竞技场刹那间之感动化为永恒之美，表现出运动员之律

动与美感，将奥运精神长驻瓷品之上。每件作品皆采用高级细致瓷土，经过纯手工及上百道工序，精心制

作完成。每件都配有证书，原包装，均有编号。

8

W021   北京奥运会 29 个运动项目瓷雕塑大全套   起拍价：70,000 元

该套瓷器 29 件寓意 29 届奥运会，如此多雕塑组成一套，奥运史上实属罕见。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奥组

委与体育界将其作为馈赠贵宾的高档礼品，瓷器藏家和奥运藏家对其推崇备至，将其誉为北京奥运会最

佳藏品之一。作品请一流瓷艺专家，以世界专利的“倒角脱模法”，突破传统造型限制，在西方新艺术

的流畅线条中，完美融入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奥运竞技场刹那间之感动化为永恒之美，表现出运动

员之律动与美感，将奥运精神长驻瓷品之上。每件作品皆采用高级细致瓷土，经过纯手工及上百道工序，

精心制作完成。每件都配有证书，原包装，均有编号。

W037　北京奥运会29个运动项目瓷雕塑大全套　　起拍价：78,000元

该套瓷器29件寓意29届奥运会，如此多雕塑组成一套，奥运史上实属罕见。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奥组委与体育界将其
作为馈赠贵宾的高档礼品，瓷器藏家和奥运藏家对其推崇备至，将其誉为北京奥运会最佳藏品之一。作品请一流瓷艺
专家，以世界专利的“倒角脱模法”，突破传统造型限制，在西方新艺术的流畅线条中，完美融入东方典雅的人文气
质，将奥运竞技场刹那间之感动化为永恒之美，表现出运动员之律动与美感，将奥运精神长驻瓷品之上。每件作品皆
采用高级细致瓷土，经过纯手工及上百道工序，精心制作完成。每件都配有证书，原包装，均有编号。  
 

14

W075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9 个运动项目瓷雕塑大全套  起拍价：75,000 元

该套瓷器 29 件寓意 29 届奥运会，如此多雕塑组成一套，奥运史上实属罕见。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奥
组委与体育界将其作为馈赠贵宾的高档礼品，瓷器藏家和奥运藏家对其推崇备至，将其誉为北京奥运会
最佳藏品之一。作品请一流瓷艺专家，以世界专利的“倒角脱模法”，突破传统造型限制，在西方新艺
术的流畅线条中，美融入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奥运竞技场刹那间之感动化为永恒之美，表现出运动
员之律动与美感，将奥运精神长驻瓷品之上。每件作品皆采用高级细致瓷土，经过纯手工及上百道工序，
精心制作完成。每件都配有证书，原包装，均有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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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6  中国奥委会 16 寸青花瓷盘  起拍价：5,000 元

W077  北京奥运会 56 个民族徽章套装  起拍价：2,800 元

W078  广州亚运紫砂壶一套  起拍价：2,000 元

该藏品为中国奥委会限量 200 块定制瓷盘，作为礼物赠
送给各国奥委会贵宾。千年瓷都“景德镇制造”，图案精美。

《56 个民族》徽章寓意着 56 个民族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
56 周年华诞，将国情、民族、奥运三个概念有机结合在一起。
两个“五十六”不期而遇，其历史意义深远，而这也将成为
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重合。这套产品的推出不仅铭刻了这一历
史时刻，也是北京奥运会第一个以 56 个民族为主题的奥运
纪念品。此套徽章选用金属铜质软珐琅工艺，突出民族服装
色彩之艳丽，以高档书盒装饰，易于摆放及收藏。限量发行
20080 套。

祥金钟壶金钟壶又称“祥”壶，寓意广州亚运会
祥和的钟声响彻寰宇。和 方圆壶方圆壶又称“和”
壶，愿亚运盛会天国地方，天地人和。如 井栏壶
井栏壶又称“如”壶，祝广州亚运成功举办，得
如所愿。意 秦权壶秦权壶又称“意”壶，寓意广
州亚运会标准统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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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9   历届夏季奥运会官方报告一组   起拍价：300,000 元
此组藏品包括：

（1）1896 年雅典奥运会官方报告
（2）1904 年圣路易斯奥运会官方报告  
1905 斯波尔丁官方运动员年鉴，由 J.E. Sullivan 编写。包含了 1904 年奥运会官方报告。1905 年纽约，
全书共 290 页，用丰富的图片介绍了奥运会的盛况，其中 26 页包括了运动器械的广告。本书涵盖了从
1904 年 5 月到 11 月所有的运动赛事、奥运会的总结、1908 年伦敦奥运会的展望等等。原始封皮，书
角处有磨损，书脊底部有少许缺失，内容完好。
（3）1906 年雅典奥运会（间歇奥运会）官方报告
（4）1908 年伦敦奥运会官方报告
（5）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官方报告
（6）1924 年巴黎奥运会官方报告
（7）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官方报告
（8）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报告
（9）1936 年柏林奥运会奥运会官方报告
（10）1948 年伦敦奥运会官方报告
（11）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官方报告
（12）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官方报告
（13）1960 年罗马奥运会官方报告
（14）1964 年东京奥运会官方报告
（15）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官方报告
（16）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官方报告
（17）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官方报告
（18）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官方报告
（19）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报告
（20）1988 年汉城奥运会官方报告
（21）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官方报告
（22）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官方报告
（23）2000 年悉尼奥运会官方报告
（24）2004 年雅典奥运会官方报告
（25）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官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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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0  早期中国广东射击比赛奖杯  起拍价：200,000 元

铭 文 S.D.C.ANNUALSHOOTINGCOMPETITION/PRESENTEDBYC.H.SHIELDSEsq./
WONBYERIKNORDSTROM/CANTON,FEBRUARY1914/Height: 28.3 cm, weight:667 grams. 
背景： 奖杯获得者， 自 20 世纪初来中国，Eric NordStorm， 生于 1884 年， 卒于 1971 年 , 先后在
中国多个地方担任邮务长，年轻时期热衷体育且有上佳表现，后长期于山东济南、青岛等地邮务系统任
职并定居，至 1949 年左右才返回瑞典。1910 年至 1948 年旅居中国，经由瑞典大使 Gustav Oscar 
Wallenberg 等人推荐任职于中国邮政部门，直至担任中国的邮政总署负责人。Eric NordStorm 一直热
衷于运动，尤其喜欢打猎、射击、网球等，并参加了在中国各地中外机构主办的很多赛事。他于 1945 
年退休，并继续旅居青岛，直至 1948 年返回瑞典。在 Eric NordStorm 在华的 38 年间，他和他的家
人经历了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同时也留下了关于中国近现代邮政和体育历史的珍贵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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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1  第 16 届亚洲运动会徽章全集  起拍价：40,000 元

此拍品主题重大、套系齐全、限量发行。全集共 1112 枚徽章，分为 6 大主题，18 个系列，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全球发行量仅 100 套，工艺精湛，集中了软珐琅、烤漆、印刷、彩瓷等不同工艺，做工考究，
观赏性强。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全面规划、发行徽章大全也是历史上的首次，更是作为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
它给徽章爱好者带来绝无仅有的收藏良机，大大提高了本套拍品的收藏价值，本套编号：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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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2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徽章大全套（2012 枚）  起拍价：118,000 元

W083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40,000 元

从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裁判、运动员和官员们互相交换
印有其工作职位的卡片，到 1984 年第一个奥运徽章交易中心成立，
每天吸引 10,000 名顾客。今天，在各类体育盛会的赛场外，徽章
交换在收藏者之间频繁的进行，成为各类赛事中最受关注的全民运
动。2012 年伦敦奥组委打破历届奥运会由多家特许商研发、设计、
生产模式，全球独家特许经营，推出“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徽章大
全套”。“伦敦 2012 年奥运会徽章大全套”收汇了伦敦 2012 年
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伦敦奥组委官方推出的 2012 款纪念徽章，
分为上下集。全球限量 500 套。从文化到运动、从环保到教育。
2012 款设计，代表了伦敦、英国和 2012 年奥运会的 2012 种面貌：
包括英国文化主题、体育主题和特殊主题、可口可乐限量发售的徽
章以及“每日一 Pin”等奥运期间被疯抢的限量徽章。

火炬上镂刻有 8000 个圆环，包含着向 8000 名火炬手的人生成就致敬的寓意。
火炬顶部是三角形的设计，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柄三角形的火炬，全身均为金
色。设计师称三角形象征了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同时，非圆
形的火炬手感更好，也更容易被火炬手握住。长约 80cm。

W084  2014 年索契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与各分项门票共 25 枚  起拍价：4,000 元



W086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入场服男款  起拍价：5,000 元

W085  查尔斯·法基诺 Fazzino 体育艺术大徽章全套 (13 枚 )  起拍价：26,000 元

W087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入场服女款套装（标有姓名）  起拍价：5,800 元

查尔斯·法基诺 (Charles Fazzino) 素有美国 3D 波普艺术大师美誉，早在三十年前便开始致力于其独
树一帜的 3D 艺术创作，他的作品以艳丽的色彩、精妙的细节以及手工组装的 3D 技术为特色，将意象
与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作为流行艺术的史学家，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查尔斯·法基诺十年
前就开始与 NBC 媒体合作，出品多款 3D 奥运纪念大徽章。深受奥运收藏迷的喜爱。这里将法基诺十
年来出品的所有奥运艺术大徽章汇集，包括为巴西奥运会创造的新的徽章艺术作品，共十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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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8  2016 年中国奥委会官方礼品——珐琅铜盘 
起拍价：1,500 元

W089  里约奥运会特许商品“辉煌九届 龙腾奥运”九龙壁纪念徽章  起拍价：2,000 元

W090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夺冠全体签名照片 
起拍价：8,800 元

此件藏品由纯铜材质铸造，四周浮雕花纹，做工精致，
值得收藏。直径约 24cm。

此款徽章将九龙壁与 1984-2016 历届夏季奥运会会徽完美融合，秉承精湛浮雕精密工艺，用 9 块大徽
章拼合，刻画出浮雕云龙、祥云、飞檐等图案。

签名的有：郎平、惠若琪、魏秋月、徐云丽、张常宁、 
颜妮、朱婷、杨方旭、袁心玥、丁霞、刘晓彤、龚翔 宇、
林莉等全体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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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1  新中国各省体育徽章一组 178 枚  起拍价：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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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2  上海第 5 届远东运动会金质奖章  起拍价：35,000 元

W093  上海第 5 届远东运动会铜质奖章  起拍价：10,000 元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于 1921 年 5 月 30 日～ 6 月 4 日在上海举行。参赛者有中、日、菲、印、暹逻、马来、
爪哇各地代表。上海地区的中等学校为了迎接远东运动会，举行全城游戏运动会。5 月中旬，华东八大
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东南大学、之江大学）与运
动会的筹备工作组织——远东竞赛委员会在苏州联合举行预赛，以选拔中国队的运动员。5 月 30 日下午，
开幕式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这日天雨，而来宾有万余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派远东委员
出席并致词。这届运动会除原有比赛项目外，游泳比赛新添冲水前进、水底拾碟、奇态游泳和潜水游泳。
运动会期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上海女学生一千余人表演徒手体操。1921 年 6 月 2 日《申报》载：
“从来女学界，对于运动会大会，素未参与，此为第一次。中国选手获运动会总锦标第二，其中篮球首
次夺得冠军。中国田径选手杜荣棠脱颖而出，夺得 5 项全能和铁饼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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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5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第三十一届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照片 
起拍价：2,500 元

W094  1998 年泰国曼谷亚运会击剑铜牌（原盒）  起拍价：32,000 元

1998 年 12 月 6 日晚，第 13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曼谷华目体育中心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泰国
国王普蓬·阿杜德宣布第 13 届亚运会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 
亲王、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洛等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开幕式。 
本件是击剑季军的铜牌，背面刻有项目英文名“Fencing”，并有击剑图案。

W096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签名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  起拍价：68,000 元

雅克·罗格伯爵（CountJacquesRogge），从 2001 年开始担任国际奥委
会主席，任期 8 年。于 2009 年在国际奥委会第 121 次全会上连任，任期延
长至 2013 年。2013 年 9 月 10 日，罗格正式卸任。作为帆船运动员参加了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和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曾获得 1 次帆船世界冠军、2 次世界亚军和 16 次比利时冠军。作为橄榄球
运动员曾获比利时联赛冠军，10 次入选比利时国家橄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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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7  1879 年上海赛艇俱乐部 8 人有舵手比赛锡制玻璃底奖杯 起拍
价：35,000 元

W098  1994 年日本广岛亚运会击剑铜牌  起拍价：27,000 元 

杯高约 13cm ，底部厂铭：James Dixon & Sons 杯身铭文，共 28 单词 134 字母：SHANGHAISPRING 
REGATTA 、1879 、Club Eights、Won by、Bow  P.K.Damaresy、W.Buchanan、 A.Veick、 J.E.Cheetham、
A.C.Westall、M.Pors、C.S.SharpStrokeJohnAndrew、Cox James Hall 译作：上海春季赛艇比赛、1879 年、
8 人俱乐部、获得者：头桨手 P.K.Damaresy、桨手 2 W.Buchanan、桨手 3 A.Veick、桨手 4 J.E.Cheetham、
桨手 5 A.C.Westall、桨手 6 M.Pors、桨手 7 C.S.Sharp、领桨手 John Andrew、舵手 James Hall。本
奖杯与此前 1878 上海赛艇比赛冠军银杯仅相隔 1 年，对比 2 者铭文，二者在参赛人员名单上的领桨手 John 
Andrew 和舵手 James Hall 是一致的，前后呼应。据《上海体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1996 年 6
月第一版，第 268 页）记载；“同治十一年（1872 年）9 月 20 日《申报》报道了比赛现场，一点半，赛八人
打桨之舟，共有 2 艘，激浪如飞，排桨连击……三点钟赛四人打桨之舟，，三点三刻赛一人打桨之船，胜者踊
跃奔腾，西妇顾而乐之，趣多赏赉。

第 12 届亚运会于 1994 年 10 月 2 日 -16 日在日本广岛举行，大会以“亚洲人的融合”为标语，共有来
自 42 个国家的 6824 名选手团在 34 个比赛项目中争夺奖牌。本届亚运会是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自脱离前苏联独立后首度参加亚洲运动会，全都榜
上有名。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男子足球队首度参加即夺金，中国队获得亚军。本件是击剑季军的铜牌，侧
边刻有项目英文名“F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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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9  2006 年第 10 届全国政协第 4 次会议，体育界全国政协委员签名纪念封  起拍价：2,500 元

W101 1923 年远东地区上海等四国（及地区）射击比赛奖牌 起拍价：5,800 元

W100  郎平及全体队员签名排球  起拍价：10,000 元

参加本次会议的体育界委员在此封上签名的有以下 13 名委员：邓亚萍（女）、叶乔波（女）、许海峰、
李玲蔚（女）、李炳华、杨静之、何慧娴（女）、张健、张发强、宫鲁鸣、钱利民（蒙古族）、屠铭德、
樊庆斌等。

奖牌雕塑底部大力神 Atlas 托举造型，被托举的主体部分右侧为胜利女神雅典娜，左侧为海王波塞冬，
两神各执神杖，中间为上海工部局及另一参赛组织的徽标。铭文为：Interport Challenge Trophy、
Singapore、ShanghaiPenang、Hong Kong、Far East Interport Rifle Match、Winners 1923 
Hong Kong、Score, 956 Mr. L.Gill。译作：国际埠际挑战赛奖杯、新加坡、上海、槟城、香港、
1923 年远东埠际射击比赛、获奖者：香港队 Mr. L.Gill、成绩 956 环。奖牌约 16*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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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2  1994 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记者代表团背包  起拍价：2,000 元

W103  第 10 届远东运动会邮票 4 方联 3 组（12 枚）  起拍价：2,000 元

本套邮票共 3 枚，本拍品分别为 3 枚邮票的四方联。

W104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沙滩排球入场服男款（标有姓名） 
起拍价：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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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5  1958 年东京亚运会藏品一组  起拍价：9,500 元

W106  1974 年德黑兰亚运会藏品一组  起拍价：16,000 元

W107  1986 年汉城亚运会藏品一组  起拍价：7,000 元

此组拍品包括：
（1）1958 年东京亚运会足球运动员佩章
（2）1958 年东京亚运会秩序册
（3）1958 年东京亚运会官方报告（日文版）
（4）1958 年东京亚运会纪念牌

此组拍品包括：
（1）1974 年德黑兰亚运会闭幕式请柬
（2）1974 年德黑兰亚运会媒体佩章
（3）1974 年德黑兰亚运会以色列篮球金牌运动 MICHEALBERKOWITZ 参与章
（4）1974 年德黑兰亚运会以色列篮球金牌运动 MICHEALBERKOWITZ 参与证书

此组拍品包括：
（1）1986 年汉城亚运官方报告
（2）1986 年汉城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手册
（3）1986 年亚运纪念铜章一套 3 枚（带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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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8  第 8 届曼谷亚运会铜碗  起拍价：1,500 元

W109  1987 年广东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男子排球第 2 名亚军获奖瓷盘（北京队获得）  起拍价：4,000 元

W110  1948 年香港皇家马术俱乐部“广东杯”比赛门票奖券  起拍价：2,000 元

口径：15.5cm, 高：7.5cm。

直径约 22cm。

香港皇家马术俱乐部，英文 HongkongRoyalJockeyClub 是成立于 1884 年的（亦称“马会”，1960
年至 1997 年间称为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香港一家非牟利的俱乐部组织，负责提供赛马六合彩，活动、
体育及博彩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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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1  早期香港竞走比赛奖状（带组委会火漆印 ) 
起拍价：2,000 元

W112  早期乒乓球盾型奖牌，铭文“心灵手敏” 
起拍价：2,000 元

W113  1940 年广东培英学校男子跳远冠军奖杯 
起拍价：4,000 元

右侧上部年款被磨，可辨识文字如下：“乒乓
球大会心灵手敏锦丰文记账簿印刷局敬赠”。

铭文：民廿九年上学期男子乙组班际跳远冠军，
培英西关分校奖。高约 16cm，双耳距约 1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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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4  年国立武汉大学运动会铜质锦标牌  起拍价：3,500 元

W115  广州赛马会银质会员证章  起拍价：2,000 元

W116  早期青岛市冬季运动会证章 
起拍价：2,000 元

尺寸：15*7.2cm。

编号 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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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7  1930 年协强体育会会员合影大照片 
起拍价：2,000 元

W118  1946 生活杂志，含记录中国滑冰前辈的文字及多幅照片（P14/15 页）  起拍价：2,500 元

W119  铜质田径运动雕塑  起拍价：5,000 元

尺寸：29*22cm。

1946 年的《Life》第 14 及 15 页，以大幅照片及文字记录了解放前北京的溜冰王吴桐轩。吴桐轩，满
洲正白旗人，晚清时曾被慈禧任命为“冰鞋处”领队 ( 相当于现在中国花样滑冰队的领军人物 )。清代
每年腊八前后，受过训练的八旗子弟都要举行一场正式的比赛与表演，即“冰嬉大典”。除了集体队列
表演外，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个人竞技部分。金鸡独立、凤凰展翅、蜻蜓点水等高难度动作，绝不亚于
今天的花样滑冰。

宽约 39cm，高约 20cm，表现了运动员们争先恐后比拼的激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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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0  高路书法“物华天宝”  起拍价：6,000 元

W121  1979 年香港竞步会 20 公里竞走奖杯  起拍价：2,000 元

W122  1930 年第 9 届远东运动会中国对战日本的棒球比赛门票  起拍价：2,000 元

高路，吉林人，著名书法家，中国书画名人联合会
（会员）,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 北京汉高
现代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北京西山草堂堂主。北
京 2008 奥运会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火
炬接力《点燃激情传递梦想》等书写者。作品尺寸
180*84cm。

杯高13cm，双耳距12cm。铭文：香港竞步会  1979年7月20公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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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3  萨马兰奇家族股票  起拍价：2,000 元

W124  古代奥运会火炬纪念品（复制）  起拍价：18,000 元

W125  北京 2000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申奥摆件  起拍价：4,000 元

底座整体为黑大理石 , 做工简洁线条流畅 , 写有“北京 2000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中英文字
样的扇面徐徐打开，配以回字纹装饰，更突显庄重大气的风格。下方高浮雕金色的祈年殿与现林匹克五
环相结合，表达中国人民希望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真诚愿望，昂扬的雄鸡版图掩映在橄榄枝簇拥着的世
界舞台之上，象征着中国人民祈求奥林匹克的和平友谊精神在全世界迎接 21 世纪到来时更加发扬光大。
尺寸：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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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6  叙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牌匾 起拍价：2,800 元

W127  巴基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赠送的“更快、更高、更强”瓷盘 起拍价：1,800 元

W128  《百年奥运梦》油画  起拍价：8,800 元

洪阿林先生的萨马兰奇油画，已被天津萨马兰奇
纪念馆、中国台北奥委会、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
天津大港奥林匹克博物馆等有关机构收藏。该油
画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再现了百年来中国奥运梦
实现的艰辛历程。油画使用 2/3 的篇幅绘有张伯
苓、王正廷、孔祥熙、董守义、刘长春等为中国
体育与奥运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者的头像。左侧有
奥运五环，指代奥运会。左下角为鸟巢、水立方，
再现了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盛大开幕的景象。从
1908 年张伯苓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一
直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奥运三问”
才有了完整答案。尺寸约 90.5*100.5cm 。

镶嵌有珍珠母的木匾，部分采用手绘着色，36.3×25.3cm。
匾的中心部位为叙利亚国家奥林匹克会标志，标志的上方和
下方是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书写的叙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
名字。四周有经过精心设计的手绘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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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9  萨马兰奇油画 -- 洪阿林油画作品  起拍价：9,800 元

 W130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百年斯沃琪限量套装手表   起拍价：2,000 元 

W131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原版特刊报纸合订本（大型文献）  起拍价：2,000 元 

洪阿林先生的萨马兰奇油画，已被天津萨马兰奇纪念馆、中国 
台北奥委会、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天津大港奥林匹克博物馆 
等有关机构收藏。尺寸约 89.5*59.5cm。

这套全球限量发行的奥运会纪念表中，各款式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九个主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以奥运主办
城市的海报为基础，表达了不同历史年代与文化的追忆。 

此合订本曾被德国学校收藏。内有有关中国的内容和图片。合订本较全面的记录和评价了 1936 年奥运
会及有关历史。尺寸：33.5cm*4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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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2  全运会火炬一组（6 把）  起拍价：108,000 元

W133   1966-1974 年篮球和排球队旗一组 7 件  起拍价：4,000 元 
此组藏品包括：

（1）1966 年广东男子篮球队队旗
（2）1970 年代上海市青年女子排球队队旗
（3）1966 年辽宁省男子篮球队队旗
（4）1970 年广州篮球队队旗
（5）1970 年湖南省男子篮球队队旗
（6）1970 年代天津市女子排球队队旗
（7）1974 年代江苏省女子排球队队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七届运动会火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九届运动会火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运动会火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运动会火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二届运动会火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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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4  新中国体育宣传画一组（4 张）  起拍价：3,600 元

W135  新中国体育宣传画一组（4 张）  起拍价：3,600 元

W136  新中国体育宣传画一组（4 张）  起拍价：3,600 元

此组拍品包括：
（1）各族运动员团结齐向前  尺寸：105*75cm
（2）红花向阳开 祖国春常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  尺寸：107*76cm
（3）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  尺寸：106*76cm
（4）积极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  尺寸：106*77cm

此组拍品包括：
（1）劳卫制一级项目标准  尺寸：77*106cm
（2）锻炼身体 锻炼意志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尺寸：77*106cm
（3）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  尺寸：77*106cm
（4）小朋友们来锻炼 长大接好革命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  尺寸：77*106cm

此组拍品包括： 
（1）红花向阳开 祖国春常在  尺寸：106*75cm 
（2）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尺寸：106*75cm 
（3）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努力发展体育事业  尺寸：106*75cm 
（4）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广播体操图解  尺寸：106*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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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

制定。

第二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一 )“本公司”指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

( 二 )“本公司住所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80 号 508 室以及日后可能变更之

工商注册地址；

( 三 )“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

围内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

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

人的代理人；

( 四 )“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

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了必要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卖标的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

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

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

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 五 )“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

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但是，文物行政部门

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在相关法律和本公司规定时间

内成功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的情形除外，在此情形下该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为买受人；

( 六 )“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

分的委托本公司进行拍卖的物品；

( 七 )“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

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易之日。若公布的开始日期与

开始拍卖活动实际日期不一致，则以拍卖活动实际开始

之日为准；

( 八 )“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

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

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 九 )“落槌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或以其他公开

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将拍卖标的售予买受人的价格；

( 十 )“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

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计算的佣金、税费、各项费用

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他款项后的余额；

( 十一 )“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

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部佣金、以及应由买受人支付

的各项费用的总和；

( 十二 )“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

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其他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输、

存储、保管、汇款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法律或

本规则规定而收取的其他费用；

( 十三 )“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

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或委托人授权本公司确定的拍卖标

的最低售价；

( 十四 )“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他介绍

说明文字之后标明的拍卖标的估计售价。参考价在拍卖

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价，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

( 十五 )“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

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费用，现行收费标准为每日按

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 3‰收取；

( 十六 )“法律”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机构所制

定并不时修正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公司具有合法的拍卖

经营主体资格。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组织和开展拍卖活动。凡参加本公司组织、

开展的文物、艺术品等收藏品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

人、买受人和其他相关各方均视为同意且应遵守本规则

的内容。本公司将对特定拍卖场次开放网络竞投系统，

任何通过网络竞投系统在本公司举办的现场拍卖活动中

参加竞买的竞买人，须同时遵守本公司现行有效的《网

络竞投规则》。

第四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

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自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

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发的任何损

失或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天气或其他原因，本

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将拍卖延期或取消，无需向竞买人作

出任何赔偿。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

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但是

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在相关法律和本

公司规定时间内成功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的情形除外，

在此情形下该国有文物

收藏单位为买受人。本公司、委托人及买受人均应

认可拍卖标的已出售、成交的事实，并享有法律规定及

本规则约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和本规则约定的义务。

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瑕疵担保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

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所有拍卖标的

均以拍卖时的状态出售。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

物，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任何竞

买人在本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参加竞买的行为，应被

视为该竞买人对其竞买的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价值

等情况已经进行全面的检验和评估，且对该拍卖标的的

真伪、品质及价值等现状感到满意，对拍卖标的瑕疵（如

有）已有充分了解并愿意接受。竞买人参加竞买的行为

表明其愿意承担因此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已放弃对

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或价值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二章　关于委托人的规定
 

第六条　委托程序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若为自然人的，

应持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

他有效身份证件，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若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并与本公

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本规则之相关内容，是本公司与

委托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重要约定，构成本公司与委托人

之间所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之重要组成部分，委托拍卖

合同未尽事宜应按本规则执行。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

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

展示、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

宣传品。

 第七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委托人之代理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物品的，应向本

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及

代理人若为自然人的，应持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若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应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本公司有权对上述

委托事项以本公司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本公司对

上述文件所作的核查或采取的任何其他作为或不作为均

不会减轻、免除或影响委托人应承担的责任或义务。

 第八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

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下：

 ( 一 ) 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

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

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 二 ) 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

隐瞒或虚构之处；

( 三 ) 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

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本公司及 / 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人应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本公司及 / 或买

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

费用和支出。

第九条　保留价

除本公司标明或说明无保留价者外，拍卖标的均设

有保留价。保留价由本公司与委托人协商后确定，或由

委托人授权本公司确定。保留价数目一经双方确定，其

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

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

不成交而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条　拍卖前本公司之决定权

本公司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 一 ) 重新拟定委托拍卖合同项下拍卖标的名称，

通过拍卖标的图录及 / 或新闻媒体及 / 或其他载体对任

何拍卖标的作任何内容说明及 / 或评价；

( 二 ) 是否应征询任何专家意见；

( 三 ) 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后次序、位置、

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标准；拍卖标的的展览 / 展示

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 / 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及所应

支付费用的标准；

( 四 ) 除非本公司与委托人另有约定，本公司对某

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

以及拍卖地点、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及拍卖

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

( 五 ) 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

何情况，在拍卖日前公布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

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资格条

件。

第十一条　未上拍拍卖标的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

付本公司后，若因任何原因致使本公司认为某拍卖标的

拍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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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之竞买信息（无论是否为竞买人本人传达）均视为

竞买人本人行为，竞买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竞买人

应亲自使用该即时通讯工具，一旦丢失或无法控制该即

时通讯工具，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通知本公

司并变更委托竞投授权书中填写的即时通讯方式。竞买

人以书面方式确认某种即时通讯方式及工具，即应视为

竞买人认可该即时通讯方式及工具的安全性、通讯内容

之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得嗣后提出异议。委托本公司

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于拍卖日前

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本公司。竞买人委托本公司代为竞

投的，竞买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竞买人承担。

第三十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于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

买信息的免费服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

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投等

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十一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

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且最终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

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者为该拍

卖标的的买受人。 

第三十二条　拍卖师之决定权

拍卖师对下列事项具有绝对决定权：

( 一 ) 拒绝或接受任何出价；

( 二 ) 如遇有出错或争议时，不论在某件拍卖标的

拍卖之时或拍卖之后，有权决定最高应价人、是否继续

拍卖、取消拍卖或将有争议的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 三 ) 按照其认为合适的竞价阶梯开始进行竞投，

有权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

( 四 ) 就不设保留价的拍卖标的，除非已有竞投，

否则拍卖师有权自行酌情决定起拍价；

( 五 ) 在拍卖现场采取其认为适当的其他行动。

第三十三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于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

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内容仅供参考。影像投射或

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编号、拍卖标

的图片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

因此误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十四条　拍卖成交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

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买成功，即表明竞买

人对拍卖过程无异议且承诺对其竞买行为负责，该竞买

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若买受人未能签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

不影响买受人应承担之法律责任。买受人因此未履行付

款义务的，本公司有权要求买受人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

成的全部损失并有权依据本规则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向买

受人追究法律责任。竞买成功后，如果买受人未亲自签

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而是由他人（包括但不限于

持竞买号牌者）现场代为签署，则无论该签字人是否向

本公司提供了买受人的授权委托书，也无论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上的签字是否为买受人本人的名字，均视为

买受人授权该等人士代为签署，除非买受人于拍卖现场

提出异议，否则签字人一切行为的法律后果均由买受人

承担。

第三十五条　佣金及各项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后，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于落槌价百分之十二的佣金，

同时应支付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各项费用。

第三十六条　付款要求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取拍卖标的。若涉及包装及搬

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等各项费用，买受人需一并支付。

本公司保留拒收除买受人以外其他任何第三方付款的权

利。如买受人购得多件拍卖标的而未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且支付购买价款时并未书面指定支付某件拍卖标的购买

价款，则本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其购买价款的分配方式。

第三十七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

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人与

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

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

本公司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引

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买受

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所有权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即获得拍卖标的的所

有权。

第三十九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后，拍卖标的的风险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发生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 一 ) 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或

( 二 ) 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

买价款；或

( 三 ) 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届满。

第四十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前往本公司住

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他地点领取所购买的拍卖标的。

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标的，

则逾期后对该拍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的承担全

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本公司或其他代理人代为

保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

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买受

人欠付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

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其他款项，买受人付清前述

欠付款项前不得领取任何拍卖标的。

第四十一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

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司对买受人提供的协助，本公

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协助，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

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

原因造成的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

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承担责任。此外，对于

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

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拍卖标的出境和入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规

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本公司

将在拍卖标的图录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允许带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并自行承担相应税

费。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下或处于保税区的拍

卖标的，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关规定自行办理入境手续，并自行承担相应税费。

第四十三条　未付款之补救方法

本公司没有调查竞买人、买受人付款能力的义务。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足额付款，本

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种措施：

( 一 ) 拍卖成交后，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

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

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同一竞买

号牌同时购得多件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若买受人

未按照规定时间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应视为买

受人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则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

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上述

不予退还的竞买保证金（定金）优先用于赔偿本公司的

佣金收入及各项费用损失，剩余部分留存本公司处用于

对委托人的损失进行赔偿；有多个委托人受到损失的，

由本公司决定剩余保证金（定金）的分配方式；

( 二 ) 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未向本

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本公司有权（但并非义务）委

托第三方机构代为向买受人催要欠付的全部或部分购买

价款；

( 三 ) 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

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日后第三十一日

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照日息万分之三收取利息，直

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买受人与本公司另有协

议者除外，本公司有权保留该利息；

( 四 ) 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

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买受人迟付或拒付款项造成

的利息损失、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及其他相关费用；

( 五 ) 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

其他拍卖标的，以及因任何原因由本公司占有该买受人

的任何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

及 / 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

定时间内履行其全部相关义务，则本公司有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

物所得不足抵偿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

有权另行追索；

( 六 ) 在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

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的，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日后

第九十一日起有权视具体情况撤销或同意委托人撤销在

同一或任何其他拍卖中向同一买受人售出的该件或任何

其他拍卖标的的交易，并保留追索因撤销该笔或任何其

他交易致使本公司所蒙受全部损失的权利；

( 七 ) 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按照本规则规

定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

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

及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

的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

的所得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

额；

( 八 ) 将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

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在任何其他交易中欠付买

受人的款项抵销买受人欠付本公司购得拍卖标的的任何

款项；将买受人支付的任何款项用于清偿买受人欠付本

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

络处）、关联公司的任何款项，而不论买受人是否指示

用以清偿该笔款项。

第四十四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时间领

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

多种措施：

( 一 ) 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他地方，由

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自拍卖成交日起的第

三十一日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计收保

管费等）及 / 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

付全部购买价款后，方可领取拍卖标的，买受人自行承

担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等各项费用；

( 二 ) 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

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届满后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

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日内仍未

领取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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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委托人自行负担

包装及搬运等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

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

委托人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

托拍卖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若在委托拍

卖合同解除后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

托人应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

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

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

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

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拍卖标的的拍卖活动：

( 一 ) 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权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的；

( 二 ) 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权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

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

全部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 三 ) 本公司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

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异议的；

( 四 ) 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

则的任何条款的；

( 五 ) 存在任何其他合理原因的。

 第十三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

通知说明理由后，可撤回其拍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

时，委托人应向本公司支付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

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弥补本公司损失的，

委托人还应赔偿因其撤回拍卖标的的行为给本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

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若在该期限

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后次日起

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

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后的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

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

执行。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

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第十四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

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违反本条规定，委托人应自行

承担相应之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

损失。

第十五条　佣金及各项费用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

按落槌价百分之十二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各项费用，且

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买受人按

落槌价百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各项费用。

第十六条　税项

委托人应就其所得按照中国法律之规定自行履行纳

税义务。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

且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相关法律之规定负

有代扣代缴义务，则本公司将依法代扣代缴委托人应缴

纳之税费，委托人应协助办理所有手续。本公司将在缴

纳税费后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 

第十七条　本公司之最终决定权

本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决定下列事项：

( 一 ) 同意购买价款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

( 二 ) 搬运、储存及投保已出售的拍卖标的；

( 三 ) 根据本规则有关条款，解决买受人提出的索

赔或委托人提出的索赔；

( 四 )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收取买受人拖欠的款项。

第十八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并向本公司支付

未拍出手续费及其他各项费用，委托人自行负担包装及

搬运等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

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

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

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但本规则仍对本公

司与委托人继续有效。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七日

内，委托人仍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

合同解除后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

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

后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

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其拍卖

标的而在该期限后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

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拍卖

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

应按本规则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却延期未取回的，

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以公开拍卖

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

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保

管费、保险费、搬运费、公证费等）后，若有余款，则

余款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无论委托人

是否延期取回拍卖标的，如委托人要求本公司协助退回

其拍卖标的，退回的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特

别指明并负担保险费外，一般在运输中不予投保。

 

第三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的规定
 

第二十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于竞买人及委托

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均将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对拍

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 / 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拍卖标

的图录中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和宣传品，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于拍卖前修订，不

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

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二十一条　图录之不确定性

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 /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图示、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

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误差者，以原物为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口头

或书面方式（包括证书、图录、状态说明、幻灯投影、

新闻载体、网路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

性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或承诺。本公司

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价中的

不准确或遗漏之处负责。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拍卖标的任何说

明中引述之出版著录仅供竞买人参考。本公司不提供著

录书刊等资料之原件或复印件，并保留修订引述说明的

权利。

第二十二条　竞买人之审看责任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

及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 /

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并

对自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郑

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

审看拟竞买拍卖标的之原物，并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

真伪、品质及价值等情况，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标的

图录、状态说明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或书面之表述做出

决定。

第二十三条　竞买人登记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持有效身份证或

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以

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

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持有效的

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

托证明文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

署登记文件，根据本公司公布的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

程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本公司有权要求竞买人提

供财务状况证明、担保、存款证明及 / 或要求竞买人为

其有意竞买的拍卖标的提供其他担保。

第二十四条　竞买号牌

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

况，在拍卖日前公布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制定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资格条件。

本公司郑重提示，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加现场竞价

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借

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

办理挂失手续。无论是否接受竞买人的委托，凡持竞买

号牌者在拍卖活动中所实施的竞买行为均视为竞买号牌

登记人本人所为，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应当对持竞买号

牌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已

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竞买号牌的

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二十五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的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

前公布，本公司有权减免收取保证金。若竞买人购得拍

卖标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

的定金；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或部分保证金转变

为定金后保证金仍有余额，且对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

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无

任何欠款，则该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

无息返还竞买人。本公司有权将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

金用于清偿竞买人欠付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

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之任何款项。

当买受人以同一竞买号牌同时购得多件拍卖标的时，本

公司有权决定保证金转变为定金后的分配方式。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之选择权

本公司有权酌情拒绝任何人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

活动或进入拍卖现场，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录音、

摄像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　异常情况处理

当拍卖现场出现异常情况影响拍卖活动正常进行

时，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处理，直至暂停

拍卖活动。如拍卖现场出现任何争议，本公司有权予以

协调解决。

第二十八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

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其身份是某竞买人的代理人，

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二十九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

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

上述委托。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

迟于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办理委托手续，向本公司出

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应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应在委托竞投授权书中准确填写即时通讯方

式及工具。在本公司受托竞投期间，该即时通讯工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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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之竞买信息（无论是否为竞买人本人传达）均视为

竞买人本人行为，竞买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竞买人

应亲自使用该即时通讯工具，一旦丢失或无法控制该即

时通讯工具，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通知本公

司并变更委托竞投授权书中填写的即时通讯方式。竞买

人以书面方式确认某种即时通讯方式及工具，即应视为

竞买人认可该即时通讯方式及工具的安全性、通讯内容

之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得嗣后提出异议。委托本公司

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于拍卖日前

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本公司。竞买人委托本公司代为竞

投的，竞买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竞买人承担。

第三十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于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

买信息的免费服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

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投等

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十一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

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且最终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

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者为该拍

卖标的的买受人。 

第三十二条　拍卖师之决定权

拍卖师对下列事项具有绝对决定权：

( 一 ) 拒绝或接受任何出价；

( 二 ) 如遇有出错或争议时，不论在某件拍卖标的

拍卖之时或拍卖之后，有权决定最高应价人、是否继续

拍卖、取消拍卖或将有争议的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 三 ) 按照其认为合适的竞价阶梯开始进行竞投，

有权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

( 四 ) 就不设保留价的拍卖标的，除非已有竞投，

否则拍卖师有权自行酌情决定起拍价；

( 五 ) 在拍卖现场采取其认为适当的其他行动。

第三十三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于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

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内容仅供参考。影像投射或

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编号、拍卖标

的图片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

因此误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十四条　拍卖成交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

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买成功，即表明竞买

人对拍卖过程无异议且承诺对其竞买行为负责，该竞买

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若买受人未能签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

不影响买受人应承担之法律责任。买受人因此未履行付

款义务的，本公司有权要求买受人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

成的全部损失并有权依据本规则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向买

受人追究法律责任。竞买成功后，如果买受人未亲自签

署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而是由他人（包括但不限于

持竞买号牌者）现场代为签署，则无论该签字人是否向

本公司提供了买受人的授权委托书，也无论成交确认书

/ 拍卖笔录上的签字是否为买受人本人的名字，均视为

买受人授权该等人士代为签署，除非买受人于拍卖现场

提出异议，否则签字人一切行为的法律后果均由买受人

承担。

第三十五条　佣金及各项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后，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于落槌价百分之十二的佣金，

同时应支付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各项费用。

第三十六条　付款要求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向

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取拍卖标的。若涉及包装及搬

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等各项费用，买受人需一并支付。

本公司保留拒收除买受人以外其他任何第三方付款的权

利。如买受人购得多件拍卖标的而未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且支付购买价款时并未书面指定支付某件拍卖标的购买

价款，则本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其购买价款的分配方式。

第三十七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

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人与

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

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

本公司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引

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买受

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所有权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即获得拍卖标的的所

有权。

第三十九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后，拍卖标的的风险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形

发生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 一 ) 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或

( 二 ) 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

买价款；或

( 三 ) 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届满。

第四十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前往本公司住

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他地点领取所购买的拍卖标的。

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标的，

则逾期后对该拍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的承担全

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本公司或其他代理人代为

保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

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买受

人欠付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

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其他款项，买受人付清前述

欠付款项前不得领取任何拍卖标的。

第四十一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

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司对买受人提供的协助，本公

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协助，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

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

原因造成的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

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承担责任。此外，对于

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

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拍卖标的出境和入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规

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本公司

将在拍卖标的图录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允许带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并自行承担相应税

费。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下或处于保税区的拍

卖标的，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关规定自行办理入境手续，并自行承担相应税费。

第四十三条　未付款之补救方法

本公司没有调查竞买人、买受人付款能力的义务。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足额付款，本

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种措施：

( 一 ) 拍卖成交后，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

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

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同一竞买

号牌同时购得多件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若买受人

未按照规定时间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应视为买

受人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则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

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上述

不予退还的竞买保证金（定金）优先用于赔偿本公司的

佣金收入及各项费用损失，剩余部分留存本公司处用于

对委托人的损失进行赔偿；有多个委托人受到损失的，

由本公司决定剩余保证金（定金）的分配方式；

( 二 ) 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未向本

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本公司有权（但并非义务）委

托第三方机构代为向买受人催要欠付的全部或部分购买

价款；

( 三 ) 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

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日后第三十一日

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照日息万分之三收取利息，直

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买受人与本公司另有协

议者除外，本公司有权保留该利息；

( 四 ) 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

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买受人迟付或拒付款项造成

的利息损失、因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及其他相关费用；

( 五 ) 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

其他拍卖标的，以及因任何原因由本公司占有该买受人

的任何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

及 / 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

定时间内履行其全部相关义务，则本公司有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

物所得不足抵偿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

有权另行追索；

( 六 ) 在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

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的，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日后

第九十一日起有权视具体情况撤销或同意委托人撤销在

同一或任何其他拍卖中向同一买受人售出的该件或任何

其他拍卖标的的交易，并保留追索因撤销该笔或任何其

他交易致使本公司所蒙受全部损失的权利；

( 七 ) 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按照本规则规

定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

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

及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

的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

的所得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

额；

( 八 ) 将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

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在任何其他交易中欠付买

受人的款项抵销买受人欠付本公司购得拍卖标的的任何

款项；将买受人支付的任何款项用于清偿买受人欠付本

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

络处）、关联公司的任何款项，而不论买受人是否指示

用以清偿该笔款项。

第四十四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时间领

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

多种措施：

( 一 ) 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他地方，由

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自拍卖成交日起的第

三十一日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计收保

管费等）及 / 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

付全部购买价款后，方可领取拍卖标的，买受人自行承

担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等各项费用；

( 二 ) 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

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届满后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

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日内仍未

领取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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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委托人自行负担

包装及搬运等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

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

委托人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

托拍卖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若在委托拍

卖合同解除后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

托人应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

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

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

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

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拍卖标的的拍卖活动：

( 一 ) 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权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的；

( 二 ) 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权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

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

全部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 三 ) 本公司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

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异议的；

( 四 ) 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

则的任何条款的；

( 五 ) 存在任何其他合理原因的。

 第十三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

通知说明理由后，可撤回其拍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

时，委托人应向本公司支付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

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弥补本公司损失的，

委托人还应赔偿因其撤回拍卖标的的行为给本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

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若在该期限

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后次日起

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

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后的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

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

执行。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

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第十四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

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违反本条规定，委托人应自行

承担相应之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

损失。

第十五条　佣金及各项费用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

按落槌价百分之十二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各项费用，且

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买受人按

落槌价百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各项费用。

第十六条　税项

委托人应就其所得按照中国法律之规定自行履行纳

税义务。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

且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相关法律之规定负

有代扣代缴义务，则本公司将依法代扣代缴委托人应缴

纳之税费，委托人应协助办理所有手续。本公司将在缴

纳税费后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 

第十七条　本公司之最终决定权

本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决定下列事项：

( 一 ) 同意购买价款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

( 二 ) 搬运、储存及投保已出售的拍卖标的；

( 三 ) 根据本规则有关条款，解决买受人提出的索

赔或委托人提出的索赔；

( 四 )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收取买受人拖欠的款项。

第十八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并向本公司支付

未拍出手续费及其他各项费用，委托人自行负担包装及

搬运等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

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

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

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但本规则仍对本公

司与委托人继续有效。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后七日

内，委托人仍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

合同解除后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

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

后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

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其拍卖

标的而在该期限后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

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拍卖

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

应按本规则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却延期未取回的，

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以公开拍卖

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

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保

管费、保险费、搬运费、公证费等）后，若有余款，则

余款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无论委托人

是否延期取回拍卖标的，如委托人要求本公司协助退回

其拍卖标的，退回的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特

别指明并负担保险费外，一般在运输中不予投保。

 

第三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的规定
 

第二十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于竞买人及委托

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均将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对拍

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 / 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拍卖标

的图录中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和宣传品，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于拍卖前修订，不

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

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二十一条　图录之不确定性

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 /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图示、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

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误差者，以原物为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口头

或书面方式（包括证书、图录、状态说明、幻灯投影、

新闻载体、网路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

性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或承诺。本公司

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价中的

不准确或遗漏之处负责。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拍卖标的任何说

明中引述之出版著录仅供竞买人参考。本公司不提供著

录书刊等资料之原件或复印件，并保留修订引述说明的

权利。

第二十二条　竞买人之审看责任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

及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 /

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并

对自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郑

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

审看拟竞买拍卖标的之原物，并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

真伪、品质及价值等情况，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标的

图录、状态说明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或书面之表述做出

决定。

第二十三条　竞买人登记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持有效身份证或

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以

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

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持有效的

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

托证明文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

署登记文件，根据本公司公布的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

程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本公司有权要求竞买人提

供财务状况证明、担保、存款证明及 / 或要求竞买人为

其有意竞买的拍卖标的提供其他担保。

第二十四条　竞买号牌

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

况，在拍卖日前公布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包括

但不限于制定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资格条件。

本公司郑重提示，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加现场竞价

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借

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

办理挂失手续。无论是否接受竞买人的委托，凡持竞买

号牌者在拍卖活动中所实施的竞买行为均视为竞买号牌

登记人本人所为，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应当对持竞买号

牌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已

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竞买号牌的

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二十五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的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

前公布，本公司有权减免收取保证金。若竞买人购得拍

卖标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

的定金；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或部分保证金转变

为定金后保证金仍有余额，且对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

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无

任何欠款，则该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

无息返还竞买人。本公司有权将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

金用于清偿竞买人欠付本公司、本公司的母公司、子公

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司之任何款项。

当买受人以同一竞买号牌同时购得多件拍卖标的时，本

公司有权决定保证金转变为定金后的分配方式。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之选择权

本公司有权酌情拒绝任何人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

活动或进入拍卖现场，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录音、

摄像等活动。

第二十七条　异常情况处理

当拍卖现场出现异常情况影响拍卖活动正常进行

时，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处理，直至暂停

拍卖活动。如拍卖现场出现任何争议，本公司有权予以

协调解决。

第二十八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

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其身份是某竞买人的代理人，

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二十九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

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

上述委托。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

迟于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办理委托手续，向本公司出

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应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六条之

规定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应在委托竞投授权书中准确填写即时通讯方

式及工具。在本公司受托竞投期间，该即时通讯工具所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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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竞投授权书 

兹申请并委托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拍卖品及价格进行竞投，并承诺接受如下

条件：

一、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并加成交价款12%的佣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

竞投不成功以及竞投活动中的意外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本着从客户利益出发的原则，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委托人代为竞

投，成交价格不得高于表列委托价；

三、本委托竞投授权书中所列的有关竞投担保责任，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为使委托人的出价得以接受而

不延误，委托人须最迟在拍卖日前三天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有关资信证明，并预付表内

所列委托价的30%的款项。为使委托人能顺利购得拍卖品，请在拍卖日之前与本公司联系付款方式，如在拍卖

日之前三天本公司尚未收到预付委托价30%的款项，恕不接受该委托；

四、委托人承认并愿意遵守刊登于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图录上的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的《拍卖规则》之各项条款。

拍卖会时间：       年 　　月　　 日 * 此表复印有效

请将本委托竞投单邮寄或传真至： 汇款请至: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艺术区青田大厦二层

电话：(86-10)8779-2511 

传真：(86-10)8770-6787

邮编： 1000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广渠门支行 

银行账号：0200297409201020083  

开户名称：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请注意：

填写此表时，须填写所有项目，

包括拍卖品序号，名称，出价

等，否则无效。如果有两个以上

（包括两人）出价相同，先委托

者先购得拍卖品。如果委托人以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开户银行及帐户、信用卡信息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委托人签字：　　　　　　　　　　　日期：　　　　　　　　　　　　

拍卖品序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元）

126132

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

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包装及搬运费

用、运输保险费用、保管费、公证费等）后，若有余款，

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他
 

第四十五条　国家优先购买权

政府有关部门对拍卖标的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时，

按国家法律及政府有关决定执行，相关各方应予接受并

给予必要的配合。对于文物行政部门向本公司发出的关

于国家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文件，不构成对于拍卖标的的

任何真伪、品质及价值的担保或鉴定意见。

第四十六条　保密责任及资料采集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委托人或买受人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本公司有权根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向委托人或买受人披露另一方的身份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 / 名称、住所、身份信息），

使受到损害的一方得以通过法律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方式

获得损害赔偿；本公司有权将违约人的身份信息公开或

报送行业组织、征信机构。本公司可能对任何拍卖过程

进行录音、录像及记录，并需要向竞买人收集个人资料

或向第三方收集有关竞买人的资料 ( 例如向银行索取信

用审核 )。这些资料会由本公司处理并且保密，有关资

料仅有可能根据本规则的目的提供给本公司、本公司的

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

司，以协助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完善的服务、进行客户

分析，或以便提供符合竞买人要求的服务。为了竞买人

的权益，本公司亦可能需要向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 例如

运输公司或仓储公司 ) 提供竞买人的部分个人资料。竞

买人参加本公司的拍卖，即表示竞买人同意上文所述。

第四十七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的状况不符

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八条　著作权

委托人不可撤销地授权本公司对其委托本公司拍卖

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和宣传品，本公司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

加以使用。

第四十九条　拍卖无效之赔偿责任

因相关人原因导致拍卖交易无效的，则相关人应承

担赔偿责任，以弥补本公司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以该

拍卖交易有效时本公司可得利益及为追索该利益损失而

支付的全部费用为准。

第五十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

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委托拍卖合同或其他本公司认

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即书面告知本公

司。本规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以及任何与本公司拍卖业务

相关的通知，指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信

息等形式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以邮递方式发出，一旦本

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

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如以

其他书面方式发出，则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日

期。

第五十一条　可分割性

如本规则之任何条款或部分因任何理由被有权机构

认定为无效、不合法或不可强制执行，本规则其他条款

或部分仍然有效，相关各方应当遵守、执行。

 

五十二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

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均应向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第五十三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

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亦不得对本规

则之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传送或储存于可检索系统中。

第五十四条　修改权

本规则的修改权属于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

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

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后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改，本公司

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

自行注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另行单独通知。

第五十五条　文本适用

除非经本公司另行同意，本规则第六条中所述之委

托拍卖合同及第二十五条中所述之撤销交易通知等相关

文本均适用本公司制定的文本。本公司制定的该等相关

文本与本规则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组成整体。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十七条　解释权

本公司负责解释本规则。

敬请注意

（1）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中所附之拍卖规则进行，参加拍卖活动的相关各方必须仔细阅读并予以遵守。

（2） 关于禁止出境之拍卖标的，本公司在本图录后扉页中列明或在拍卖前宣布。

（3）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如欲进一步了解拍卖标的状态等相关信息，

请向业务人员咨询或索取资料。

（4） 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领取拍卖

标的 ( 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 )；竞买人逾期未足额支付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公司拍卖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5） 本图录版权属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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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竞投授权书 

兹申请并委托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拍卖品及价格进行竞投，并承诺接受如下

条件：

一、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并加成交价款12%的佣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

竞投不成功以及竞投活动中的意外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本着从客户利益出发的原则，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为委托人代为竞

投，成交价格不得高于表列委托价；

三、本委托竞投授权书中所列的有关竞投担保责任，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为使委托人的出价得以接受而

不延误，委托人须最迟在拍卖日前三天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提供有关资信证明，并预付表内

所列委托价的30%的款项。为使委托人能顺利购得拍卖品，请在拍卖日之前与本公司联系付款方式，如在拍卖

日之前三天本公司尚未收到预付委托价30%的款项，恕不接受该委托；

四、委托人承认并愿意遵守刊登于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图录上的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的《拍卖规则》之各项条款。

拍卖会时间：       年 　　月　　 日 * 此表复印有效

请将本委托竞投单邮寄或传真至： 汇款请至: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艺术区青田大厦二层

电话：(86-10)8779-2511 

传真：(86-10)8770-6787

邮编： 1000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广渠门支行 

银行账号：0200297409201020083  

开户名称：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请注意：

填写此表时，须填写所有项目，

包括拍卖品序号，名称，出价

等，否则无效。如果有两个以上

（包括两人）出价相同，先委托

者先购得拍卖品。如果委托人以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开户银行及帐户、信用卡信息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委托人签字：　　　　　　　　　　　日期：　　　　　　　　　　　　

拍卖品序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元）

126132

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

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包装及搬运费

用、运输保险费用、保管费、公证费等）后，若有余款，

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他
 

第四十五条　国家优先购买权

政府有关部门对拍卖标的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时，

按国家法律及政府有关决定执行，相关各方应予接受并

给予必要的配合。对于文物行政部门向本公司发出的关

于国家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文件，不构成对于拍卖标的的

任何真伪、品质及价值的担保或鉴定意见。

第四十六条　保密责任及资料采集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委托人或买受人出现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本公司有权根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向委托人或买受人披露另一方的身份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 / 名称、住所、身份信息），

使受到损害的一方得以通过法律诉讼或者其他合法方式

获得损害赔偿；本公司有权将违约人的身份信息公开或

报送行业组织、征信机构。本公司可能对任何拍卖过程

进行录音、录像及记录，并需要向竞买人收集个人资料

或向第三方收集有关竞买人的资料 ( 例如向银行索取信

用审核 )。这些资料会由本公司处理并且保密，有关资

料仅有可能根据本规则的目的提供给本公司、本公司的

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关联公

司，以协助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完善的服务、进行客户

分析，或以便提供符合竞买人要求的服务。为了竞买人

的权益，本公司亦可能需要向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 例如

运输公司或仓储公司 ) 提供竞买人的部分个人资料。竞

买人参加本公司的拍卖，即表示竞买人同意上文所述。

第四十七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的状况不符

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八条　著作权

委托人不可撤销地授权本公司对其委托本公司拍卖

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和宣传品，本公司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

加以使用。

第四十九条　拍卖无效之赔偿责任

因相关人原因导致拍卖交易无效的，则相关人应承

担赔偿责任，以弥补本公司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以该

拍卖交易有效时本公司可得利益及为追索该利益损失而

支付的全部费用为准。

第五十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

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委托拍卖合同或其他本公司认

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即书面告知本公

司。本规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以及任何与本公司拍卖业务

相关的通知，指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信

息等形式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以邮递方式发出，一旦本

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

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如以

其他书面方式发出，则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日

期。

第五十一条　可分割性

如本规则之任何条款或部分因任何理由被有权机构

认定为无效、不合法或不可强制执行，本规则其他条款

或部分仍然有效，相关各方应当遵守、执行。

 

五十二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

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均应向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第五十三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

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亦不得对本规

则之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传送或储存于可检索系统中。

第五十四条　修改权

本规则的修改权属于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

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

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后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改，本公司

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

自行注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另行单独通知。

第五十五条　文本适用

除非经本公司另行同意，本规则第六条中所述之委

托拍卖合同及第二十五条中所述之撤销交易通知等相关

文本均适用本公司制定的文本。本公司制定的该等相关

文本与本规则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组成整体。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十七条　解释权

本公司负责解释本规则。

敬请注意

（1）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中所附之拍卖规则进行，参加拍卖活动的相关各方必须仔细阅读并予以遵守。

（2） 关于禁止出境之拍卖标的，本公司在本图录后扉页中列明或在拍卖前宣布。

（3）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如欲进一步了解拍卖标的状态等相关信息，

请向业务人员咨询或索取资料。

（4） 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领取拍卖

标的 ( 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 )；竞买人逾期未足额支付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公司拍卖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5） 本图录版权属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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