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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 须 知

预展时间：2016年10月19-21日

拍卖时间：2016年10月21日上午10:00

预展地址：北京国家会议中心E3馆3.262

拍卖地址：北京国家会议中心E3馆3.262

网络预展：www.wylbpm.com

竞买手续： 010-87792511

138 1072 2008　　139 0120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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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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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1日

体育收藏  国际文化  积累财富  收获精神



W001	 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无底价

里约奥运火炬由再生铝和树脂材料制造而成，上面绘有5条不同
色彩的曲线，分别代表大地、海洋、山脉、天空和太阳，同时还
对应着巴西国旗的颜色。

W002	 2016年里约奥运会釉下彩巴拿马瓶　　起拍价:无底价	
 
北京时间2016年8月3日20时30分，中国奥运代表团在里约奥运村举行升
旗仪式，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刘鹏将象征“太
平盛世，和谐共生”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赠送给了奥运村村长珍妮丝·阿
卡恩。瓶高约47cm。

W003	 2016年里约奥运会郎平签名领奖服　　起拍价:5000元
	
1995年，郎平被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1996年，郎平获得国际排联颁发的“世界
最佳教练" 。2002年10月，郎平正式入选排球名人堂，成为亚洲排球运动员中获此
殊荣的第一人。2013年4月25日，郎平被任命为新一届女排国家队主教练。2015年
2月1日，郎平获2014CCTV体坛风云人物最佳教练奖。2016年2月14日，郎平当
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2016年3月25日，郎平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6年8月21日，郎平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10月，
郎平成为中国"火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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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04	 2016年里约奥运会签名封一组（17枚）
起拍价:2000元

此组封为里约奥运会专用封，只在奥运村销售，同时盖有奥运
会开幕式日戳闭幕式日戳，戳上均有会徽图案。其中丁宁独立
签名3枚、马龙签名3枚、丁宁、李晓霞、朱雨玲、刘诗雯中国
乒乓球女队合签封；张继科、许昕、樊振东、刘国梁；许昕、
樊振东合签封2枚；福原爱、石川佳纯、伊藤美诚合签封2枚；
福原爱独立签名1枚；张继科独立签名1枚；李宗伟独立签名封1
枚。

W005	 2016年里约奥运会徽章四组96枚　　起拍价:25800元

此组徽章包括各参赛国里约奥运会使用代表团徽章、媒体徽章及赞助商徽章。

W006	 2016年里约奥运会门票一组（93张）　　起拍价:5000元

此组门票属于全票，同时还是运动员专用票（运动员专用，不对外发售，可观整日赛程，数量稀少），运动员专用票
分为决赛日票和非决赛日票。其中决赛日门票51张，具体项目：场地自行车7张、皮划艇静水 4张、现代五项3张、马
术5张、跆拳道7张、柔道3张、射击2张、摔跤2张、帆船2张、田径2张、游泳1张、跳水1张、赛艇12张。非决赛日门
票42张，具体项目：羽毛球14张、手球1张、射箭1张、篮球2张、乒乓球2张、现代五项2张、沙滩排球5张、皮划艇
静水 5张、高尔夫6张、赛艇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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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07	 北京、伦敦、里约奥运会火炬模型一组
起拍价:3800元

W008	 2016年里约奥运会徽章一组	（24枚）
起拍价:4500元

W009	 2016年里约奥运会参与铜章（原盒）　　起拍价:2000元

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16年8月5日到2016年8月21日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国代表团获26金、18银、26铜的成绩，最
终排在奖牌榜的第三位。里约奥运会的参与铜章极具巴西特色，它所
采用的形状是本届奥运会特有的不规则形状，相比上一届奥运会的参
与铜章，这枚铜章的尺寸和重量都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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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0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队全体签名邮折　　起拍价:2000元

邮折签名名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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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等签名。

W011	 2016年中国奥委会官方礼品——珐琅铜盘
起拍价: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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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盒，直径约24cm。

W012	 中国女排金牌教练08火炬手郎平签名小火炬及火炬封　　起拍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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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3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队全体签名照片
（其中有郎平签名）
起拍价: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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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014	 北京张家口申冬奥纪念徽章及藏品　　起拍价:无底价	

北京联合张家口主办2022年冬奥会是中国申办的又一个顶级的国际盛会。

W015	 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评选海报一组（70张	）
起拍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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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6	 “milo”签名款双人滑冰青铜雕塑　　
起拍价:1800元

雕塑人物表情逼真，形态铸造自然，细节刻画细腻。
长约37cm（底座长约15.5cm宽约13.5cm）高约
32cm ，重约4公斤。

W017	 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报告审订版
起拍价:3800元

W018	 H.UHER手制“永远的冰上运动”青铜雕塑　　起拍价:2500元

雕塑中男子步伐健硕，运动技术熟练，轻松游刃，仿佛充分的融入了冰雪的世界，享受了滑冰的乐趣。此件藏品出于
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小城市卡罗维发利，这是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镇，但却是欧洲最富盛名的温泉疗养地，14世纪由罗
马帝王查理四世打猎时发现，18世纪吸引俄国沙皇三次造访，无数名人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比如马克思，托尔
斯泰，易仆生，普希金。托为实木材质，有款：H.UHER，高约10.55cm，底托长约20cm，宽约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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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9	 渔歌唱晚-2016年日历纪念大铜章　　起拍价:4500元

此为申办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章，整器为特选精致青铜浇铸而成。正面为手工高浮精雕鸬鹚展翅而望池，
欲逐。另一面为鸬鹚潜池而啄鱼，池面为珐琅彩而制。池中鱼为纯银打造，在追逐中若隐若现，整体画面形象逼真。 
背面为同心圆渔篓造型，圆心处为纯银打造，形象地表现了古代的江南水乡在夕阳西下的晚景中，渔舟纷纷归航，江 
面歌声四起的动人画面，与正面遥相呼应。同心圆外圈为公元2016年整年月历。此款纪念章整体构思巧妙，在欣赏艺 
术同时加入了实用性理念。为纪念章类中少有的实用性精品。附证书，本枚编号：SCMC-25-J27 规格:155mm 材
质：青铜、纯银，工艺：浇铸、珐琅彩、手工錾刻，发行量:66枚(J01·83)以上号码全部位数逢4跳过。

W020	 尼克雪单板滑雪运动青铜雕塑　　起拍价:1500元	

雕塑铜质精良，动感十足，并采用石质底托，突出了雕塑的整体质感。有款：Milo，高约23.5cm。

W021	 中国奥委会限量官方礼品——金镶玉会徽茶具　　起拍价:无底价

该藏品为2012年中国奥委会委托景德镇制造的限量金镶玉会徽茶具九件套。每个茶杯和茶壶上均有中国奥委会的国旗
五环会徽。限量1000套，带有独立编号及证书，原盒。数量：1把壶、4个茶杯、4个杯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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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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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元

W023	 中国奥委会限量官方礼品——青花茶具　　起拍价:无底价

该藏品为2012年中国奥委会委托景德镇制造的限量青花印象茶具九件套。主体装饰釉中彩青花花卉图案和釉上彩金叶
相搭配衬托，两次烤花而成。限量1000套，带有独立编号及证书，原盒。数量：1把壶、4个茶杯、4个杯碟。

W024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全体冠军签名照片（38张）　　起拍价:5800元
	
冠军签名有：孙杨、叶诗文、焦刘洋、吴敏霞，陈诺林、汪浩、何姿、秦凯、罗玉通、曹缘、张雁全、陈定、陈一
冰，张成龙、郭伟阳、邹凯、冯喆、邓琳琳、李晓霞、丁宁、郭跃、张继科、王皓、马龙、林丹、蔡赟、傅海峰、张
楠、赵云蕾、田卿、李雪芮、李雪英、王明娟、周璐璐、林清峰、吕小军、董栋、吴静钰、邹市明、徐莉佳、雷声、
易思玲、郭文珺、李娜、骆晓娟、孙玉洁、许安琪。备注尺寸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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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5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
起拍价:25000元

火炬高约72cm。 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创意。祥云是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其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
跨度。祥云是古代汉族吉祥云纹。云为自然界中常见景象，被
赋予祥瑞的文化含义，故有此名。火炬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中
国传统的纸卷轴。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传到
西方。人类文明随着纸的出现得以传播。源于汉代的漆红色在
火炬上的运用使之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火炬设计，红银对比
的色彩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传播。火
炬上下比例均匀分割，祥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的工艺设计使整
个火炬高雅华丽、内涵厚重。带编号，原盒。

W0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龙凤呈祥、吉祥如意”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该对瓶采用中国红釉、贴金、毛瓷工艺，运用纳米技术精炼而成，图案为龙凤和祥云， 具
有浓郁的东方神韵。每只瓶底有防伪标志和统一 编号，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瓶
高约39cm。原奥运官方标签价：8800元/ 个。

W027	 中国奥委会官方礼品一组　　起拍价:1000元

此拍品为中国奥委会定制瓷质笔筒。笔筒图案为象征吉祥的莲花、牡丹等，并印有中国
奥委会会徽。高约12cm。限量发行，含证书。瓷杯高约17cm。碟直径16cm,杯口径约
8.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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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8	 2012年伦敦奥运会比赛款用球	
起拍价:2012元

篮球上面由王治郅、易建联、孙悦、等5位运动员亲
笔签名。

W029	 2012年伦敦奥运会徽章一组	（30枚）
起拍价:3000元

W03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徽章集（172枚）	 起拍价:5万元

北京奥运会这个大型全球性盛事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界媒体聚集的舞台。各大媒体的徽章也是奥运徽章文化的重要一
部分。精美的日媒徽章多年都是章友们的最爱。

10



W03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华姓氏全集
起拍价:2500元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
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
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运为主题，选用金
文字体表现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姓氏，自然地融合了
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理念，通过集纳一百个姓
氏宣传中华根基文化 使之成为收藏佳品。原奥运官方
价：2980元/套。

W03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备用）铜牌	 起拍价:50000元

W033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邮票大全	 起拍价:6000元

世界各参赛国（地区）发行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纪念邮票。 
为纪念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经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授权，中国集邮总公司特
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邮票大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邮票大全》分为四册，完整地介绍了18
丽年至2008年历届奥运会的举办概况，全册收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百多个参赛国家和地区为北京2008年奥运
会发行的邮票。国际奥委会特许邮品，中国限量发行＂30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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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4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大铜章　　起拍价:16000元
	
北京奥组委大铜章由罗永辉设计，上海造币厂生产，NGC评级  ，直径约为8cm。限
量500枚。级别：66BN。

W036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萨马兰奇签名火炬　　起拍价:38万元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1920.7.17－2010.4.21）
侯爵， 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当代奥林匹克的奠基人。2001年7月13
日，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亲口宣
布“Beijing”成为2008 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

W035	 中国奥委会制国际奥委会205个成员标志徽章大全套	（英文版）
起拍价:5000元

为纪念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中国奥委会设计生产了这组徽
章。本组徽章共205枚，按五大洲的顺序用五个精致的盒子包装，资料性和观赏性均很
高。后由于文莱赛前未给任何运动员办理参赛注册， 文莱奥委会被国际奥委会取消参
加本届奥运会的资格。实际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一共为20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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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7	 2008年北京奥运会庆功红酒　　起拍价:9800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的奥运酒自然是选择了国内顶级的品牌，在北
京奥运会上，长城葡萄酒献上了“为中国奥运军团特别酿造”的优质美
酒，出自长城华夏葡萄园A区，不仅口感醇厚，而且包装精美，具有相当 
高的收藏价值。

W038	 北京奥组委礼品艺术陶瓷盘范曾作品《吾家小犊亦吟诗》
起拍价:3600元

范曾，1938年生，江苏省南通人。1955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 
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4年任南开大学东方 
艺术系主任、教授。直径约36.5cm。

W039	 2008年北京奥运会福字徽章
起拍价:2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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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0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锡罐
起拍价:1580元

上下均采用97%纯锡制作，中间为水
晶材质，并刻印古时运动项目示图，精
美漂亮，质感有佳，上顶印2008年北
京奥运会会徽，底印编号：NO.0267 
高：12.4cm,口内径6.5cm

W04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国际传递徽章一组	（21枚)　　起拍价:3800元

W042	 北京奥组委礼品艺术陶瓷盘程十发作品《秋韵》		
起拍价:3600元

程十发（已故），1921年出生，上海市松江人。1941年
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56年参加上海中国
画画院筹备工作，授聘为画师。曾任上海中国画画院院
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儒林外史》
插图获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装帧展览银质奖。直径：
3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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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3	 奥运场馆铜质纪念章一组3枚　　起拍价:4000元	

经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授权发行“奥运场馆铜 质纪念章——国家体育场”，上海造币厂铸造，纪念章
材质为黄铜，古青铜色，直径80毫米。正面全图为其钢架局部造型，镌刻有“beijing2008”、“鸟巢”“国家体育
场”中英文字样。背面图案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与飘扬的旗帜，下方镌刻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及“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中英文字样。铜章限量发行6000枚，每枚随附鉴定证书，证书编号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
特许商品防伪标签编号一一对应。

W044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发布纪念铜章
起拍价:3800元

经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授权发行。该纪念铜章正面
为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形象，镌有北京奥运会标志和
“点燃激情，传递梦想”的中英文字样；背面为手举火炬的希腊
女子，右上方镶嵌有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及北京奥运会标志“中国
印”，象征着奥 运火炬传递到北京。该铜章限量发行，由上海 
造币厂铸造，直径80mm。编号：1662。

W045	 北京奥运瓷器：长城之魂、祈福迎祥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该对瓶以中国代表建筑天坛、长城为主题，代表着喜庆、福
运、吉祥，象征着发达、热烈、激情，表现出北京乃至全国人
民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世界和平、繁荣的深深祝福。对瓶
以经典的巴拿马器型烧制，红釉、贴金工艺，高约29.5cm，
有收藏证书、包装，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

15



W046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釉下五彩纪念瓷“梅、	兰、	竹	、菊”四君子瓷瓶　　起拍价:6000元

四瓷瓶的组合取“四平八稳”之寓意，是首套将奥运、毛瓷工艺、釉下五彩、福娃、名花、名诗、名字、名家八大主
题和诗、画、瓷三大艺术元素完美融合的奥运瓷器，46道工序，全部纯手工打造，薄如纸、声如磬，由工艺美术大师
监制，是真正的“毛瓷”，谱写了奥运藏品史上的中国华章。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瓶高约46cm,每只瓶 有
防伪证书、单独包装，瓶底有防伪标志和统一编号。原奥运官方标签价： 39200元/套。

W047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从雅典到北京，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中国，人类共同
的梦想和平共处、和谐共生，随着亘古不灭的奥运圣火
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代代相传；北京，2008，梦想 将
再次升华！传递圣火，成就梦想，共筑和谐！直径约
24cm。

W048	 奥运瓷器“喜上眉梢”梅瓶一对	
起拍价:1500元

此套红白两只纪念梅瓶，由湖南醴陵限量
特制。高：21.5cm，原奥运官方标签价：
4000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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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9	 2008年北京奥运会瓷灯罩　　起拍价:无底价

该款灯具设计方案构思源于中国传统的煤油灯，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装
饰以五福娃吉祥物为主，灯罩部分以景德镇特有的薄胎瓷制成，结合金色中
国印。灯高：42cm。

W050	 奥运瓷器—盛世华章釉下彩富贵花开
瓶一对
起拍价:1500元

此套瓶是湖南醴陵限量发行的中国传统红釉
瓷，红白雍容华贵的牡丹盛开在釉下五彩经典
瓷上，流荡着中华民族大气恢弘的风度。瓶高：
30cm。

W051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高浮雕镀金纪念大铜章		
起拍价:3800元

该藏品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而特别定
制的高浮雕大铜章，制作精细，极具收藏价值。尺寸：
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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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3	 英国RYE(黑麦陶器厂)手工烧造“高尔夫夫妇”陶瓷摆件一对	 起拍价:5800元

英国RYE(黑麦陶器厂)是英国萨塞克斯以当代设计为主导的陶瓷公司。RYE(黑麦陶器厂)占据了英国小制作陶器业的
大部分市场，该公司以手工制作为主导涉及到家居及装饰品艺术陶器。自1793年以来就开始手工彩绘工作，每件作品
要经过至少10道手工程序方可成品，这种不寻常的工序加以美丽的色彩成就了现在的英国“黑陶艺术”。此组陶瓷摆
件造型独特为“并图式”设计，高尔球夫妇站姿自然优雅，表情轻松，轻倚矮墙，背侧树木郁郁葱葱，色彩柔和，瓷
品质高贵，质地细腻，极富艺术性。优美雅致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设计，一直是英国陶瓷产品的风格，收藏佳品。高
约27.5cm

W054	 以色列奥委会火炬传递纪念铜盘									起拍价:2500元

此件藏品尤为特殊，是唯数不多的“以色列奥运”题材纪念品，
由于以色列的土地问题，安全和经济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奥
运对以色列来说永远是个梦想，铜天盘中心为一健硕男人高举火
炬奔跑，以以色列“大卫之星”衬底，“大卫之星”是公元前十
世纪以色列王国大卫王在其盾牌上的标志，代表犹太教与以色列
传统文化。铜盘色泽古朴，做工精良，是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奥运
藏品。直径约28.5cm。

W052	 1964年韦斯特切斯特俱乐部会员嘉宾锦标赛获胜
安慰奖杯							起拍价:5000元

奖杯造型别致，纯木包裹银色内胆，双层设计让此奖杯除了
展瞻之外更多了一些实用价值，这也是俱乐部奖杯中唯数不
多的木质奖杯。高约31cm，口内径约1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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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5	 奥运希腊女神维多利亚罗马神翼天使青铜雕塑　　起拍价:3500元

高约64cm。在历届奥运会中希腊女神维多利亚被多次运用在会徽、火炬、
奖牌等奥运相关题材中，已经成为人们标新立异的奥运标志性形像。她是
代表着胜利，纯洁，她是提坦帕拉斯和斯堤克斯的女儿。她的罗马名字叫
Victoria维克托里亚（维多利亚）本名尼姬(Nike)。她的形象是长着一对翅
膀，身材健美，像从天徜徉而下，衣袂飘然。她所到之处胜利也紧跟到来。 
她还是宙斯和雅典娜的从神。在提坦战争中倒戈向奥林帕斯并助其获胜。

W056	 1977年美国国家红土网球锦标赛萨拉索塔BATH&RACOUET俱乐部男子双
打奖杯　　起拍价:2500元

材质：铜镀银奖杯造型古美华丽，典型欧洲风格，铜质镀银工艺，使得这件20世纪中期
的桂冠仍然在如今华芳异彩。口外径：21.5cm，高约24.5cm。

W0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12000元

“号角”火炬，嘹亮号角，隐含着“龙”的形态，寓意中
华民族“龙”的精神将传遍神州大地。在保证性能的前
提下，把火炬“体重”控制在1000克以内，比九运会减
轻1/3。具备零下20℃低温正常工作、适合人类所有传递
环境之核心技术，脉冲点火寿命达5万次以上。火炬高约
5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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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8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10000元	

“如意”火炬，外形借鉴中国传统吉祥物件“如意”加以提炼创作，取“如意和谐，
吉祥美好”之寓意 。外壳主要采用的是可回收利用的轻质环保材料铝，内部燃烧器等
部件则采用耐高温的不锈钢和铜等材料，所用的材料既环保又利于保存收藏。火炬高
约 69cm。

W059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8000元	

“和谐”火炬，整体的创意感来源于海洋中的尖角海螺形态，展现出主办地辽宁作为
沿海大省的气质与特色。用龙、凤元素组合设计成数 字“12”，并与12朵浪花抽象
图形同构成具有内在动感与张力的团纹 图案，寓意天地万物和谐，第十二届全运会龙
凤呈祥、圆满成功。火炬高约72cm。

W060	 历届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大全套　　起拍价:40000元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吉祥物是滑雪人，舒斯，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非正式冬奥会吉祥物。已知的该吉祥物均为塑 
料材质。 
1972年札幌冬奥会吉祥物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吉祥物，是奥地利山区泰洛尔人造型的雪人。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吉祥物为一只浣熊是当地的保护动物。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吉祥物为一只名为vucko的灰狼形象。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吉祥物分别为hidy和howdy，这也是冬奥会吉祥物首次以一男一女成对出现。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吉祥物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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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吉祥物也是冬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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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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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 历史上首次出现人物形象作
为吉祥物。 1998年长野冬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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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盐城湖冬奥会吉祥物为雪靴兔powder、北美草原小狼copper和美洲
熊coal分别代表了冬奥会更快更高更强的 格言。 
2006年都灵冬奥会吉祥物为“内韦”和“格利兹”。 
2010年温哥华冬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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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索契冬奥会吉祥物分别为雪豹兔子和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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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1	 1887年香港赛马会福州赛奖杯	 起拍价:20万元

该奖杯为镀银材质，通体高25英寸（64厘米），分为底座、杯身、
杯盖三部分。奖杯整体感觉高贵典雅，具有典型的19世纪欧洲银器特
征。 
杯身刻四行英文铭文为： 
Hong Kong Jockey Club 
Meeting 1887 
Foochow Cup 
Won by 
MISTLETOE 
（译文：香港赛马会1887年赛会，福州杯，获奖者，
MISTLETOE）。奖杯周身纹饰，既有欧洲传统的人面、兽面、花叶
纹，又有加以欧化的中国传统龙、凤纹，两种元素完美结合，使之在
整体凸显华贵的同时，兼具中国特色。 
杯盖顶端为一女神造型，女神身着欧洲古典长裙，右手持一束果实，
背生双翅，整体感觉栩栩如生， 
底座有四足，饰以狮面纹，逼真形象。 
据查，香港赛马会（英语：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简称：
赛马会或马会，于1960年至1996年年间称为：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
（英语：The Royal Hong Kong Jockey Club），于1884年成立，
是香港一家非牟利保证有限公司[1]，负责提供赛马活动、体育运动及
博彩娱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赛马机构之一。 
该奖杯为1887年该马会举办的马术比赛的奖杯，历经120余年，依旧
完美如新。她既是香港马会百年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中国体育
史的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藏品。

W062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邮票实寄国际明信片和邮资片各一枚	
起拍价:3000元

W063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邮票12枚全套新票和信销票各一套
起拍价:9000元

全套新票12枚（带原胶），全套信销票12枚品相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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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4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镀金）参与奖章　　起拍价:6500元

W065	 1897年英国皇家镀金彩绘《足球》图案瓷器3件套　　起拍价:4500元

1897年为纪念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60周年，英国皇家特制带有编号的镀金彩绘瓷器3件套，咖啡杯和托盘及瓷盘，
瓷器上均有足球、高尔夫等皇家运动图案，是珍贵的119年历史的英国早期皇家足球（图案）瓷器。

W066	 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射击奖牌　　起拍价:6500元

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为巴黎世博会竞赛项目，世博会与奥运会同期同城举办。铜镀银奖牌，尺寸6cmX4.1cm。是珍
贵的119年历史的英国早期皇家足球（图案）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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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7	 1900年世博会（奥运会）铜镀银参与奖牌（带原盒）　　起拍价:1000元

W068	 1905年英国足总第一部系列全书《ASSOCIATION	FOOTBALL	&	AND	THE	MEN	WHO	MADE	
IT》全套4册　　起拍价:16000元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鼻祖，起源地和发展的摇篮。1863年英国足总成立并确立第一份正式的足球比赛规则，标志着现代
足球运动的诞生。《ASSOCIATION FOOTBALL & AND THE MEN WHO MADE IT》是英国足总第一部官方发
行的权威性足球历史重要文献巨著，英国足总的历史见证和诠释了现代足球的历史，有“足球史记”之称谓，堪称足
球百科之经典和极为珍贵之足球历史系列古籍善本。

W069	 1906年奥运会邮票14枚全套新票和信销票各一套	 起拍价:4500元

全套新票14枚（带原胶），全套信销票14枚品相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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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0	 1906年第一枚奥运会《马拉松》实寄国际明信片　　起拍价:3000元

世界上第一枚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照片）明信片，贴奥运会邮票5枚。

W071	 1906年奥运会2分（错色、移位、重印）变体邮票无齿横双联　　起拍价:3000元

2分原票为灰色，变体票为错色（红色和黑色）移位重印。附原版2分邮票。

W072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银碗　　起拍价:2000元

碗底部为本届奥运会主体育场图案，有“1912年奥运会斯德哥尔摩”英文字样。上口直径约1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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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3	 1912年第一张印有中国汉字的奥运会海报封缄纸（带原
胶）	
起拍价:2500元

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海报封缄纸图案由瑞典著名艺术设计装
潢大师霍泽博格精心设计，图案下方印有中文繁体字“瑞典京城
司托克好而姆舉行哇利姆必克萬國運動大會定於一千九百十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為始七月二十二日為止”，这是奥运史上首次使用
中国汉字的实物较珍贵。

W074	 1924—1928年世界上第一套足
球邮票和奥运会足球冠军邮票及实寄封片
一组　　起拍价:15000元	

本组藏品包括世界上第一套足球邮票及实
寄封片，是足球邮品中极为珍罕品所在。 
（1）1924年第一套足球邮票和实寄明信
片  
弥足珍贵的面值2（黄色邮票印纸）邮票1
枚，3枚全套（普通邮票印纸）邮票，3枚
全套（普通邮票印纸）邮票四方联，贴3
枚全套（普通邮票印纸邮票）实寄明信片2
枚，贴3枚全套（普通邮票印纸邮票）实寄
封1枚。 
备注：1924年世界上第一套足球邮票也是
第一套奥运会足球邮票，是乌拉圭为纪念
其获得1924年奥运会足球冠军而发行，其
中为馈赠贵宾，特别使用黄色邮票印纸限
量印制500套同图邮票，是足球邮票鼻祖
之珍罕品。 
（2）1928年奥运会足球冠军邮票和实寄
封贴3枚全套邮票实寄封1枚，贴2枚票挂
号实寄封1枚，3枚全套邮票，3枚全套邮
票四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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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5	 1928-2014年冬奥会参与奖章一组	
起拍价:16万元

192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6年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参与奖章 
194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2年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参与奖章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98年长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06年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 
2014年索契冬奥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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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6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彩绘纪念瓷盘			
起拍价:3000元	

瓷盘直径约为25cm，属早期器形较大的瓷质品。底
有制造者青蓝烧款。

W077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男子标枪项目
纪念铜盘　　
起拍价:2800元

直径约30cm  ，这件来自20世纪初期的奥运
会纪念铜盘包浆厚重，锤叠工艺精湛，人物立
体生动，盘缘的文字间分别印有“拳击”“击
剑”“网球”“曲棍球”“划艇”“滑雪”项目
图标，年代感极强，做工精细，不失为一件“古
老的奥运艺术品”。

W078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幕式门票（带副券）　　起拍价:25000元

1930年7月18日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百年世纪体育场隆重
开幕。由于纸质品不宜保存，第一届世界杯门票历经86年风雨，存世极少，
1SERIE系列开幕式门票尤为珍贵，带有副券的更是很少，是世界杯门票的
典藏珍品。备注：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的缘故，票与副券分离，但仍不愧为
第一届世界杯开幕式门票的极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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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9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决赛款用球（上半场）
起拍价:6000元

W080	 20-30年代12瓣（纯牛皮）系带排球（白色）
起拍价:3500元

W081	 1932-1936年第10届和第11届奥运会图片报告书（德文）　　起拍价:2500元

报告书以大量的图片形式，详尽描述了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到1936年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的各项比赛、成
绩和获奖情况，介绍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及第一位马拉松冠军斯皮里东等奥林匹克名人和奥运冠军。其中，还
有关中国第一次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参加100米、200米比赛的记载及中国奥运代表团
首次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进行田径、游泳、足球等比赛，中国首次参加也是奥运会第一次列入的篮球比赛项目，随
行的中国武术队在比赛现场精彩表演倾倒了全场观众，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派武术运动员亮相世界国际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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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2	 1932年普莱西德湖整版邮票	（100张）
起拍价:3000元

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冬奥会史上发行的第一张冬奥
会邮票，一张一套。

W083	 1934年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大全套（带原胶）3组	 起拍价:6000元	

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发行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共计3组，（1）意大利邮政发行世界杯纪念邮票全套9枚，
（2）意属爱琴海群岛邮政发行同图加盖纪念邮票全套9枚，（3）意大利殖民地邮政发行世界杯纪念邮票全套12枚。

W084	 1934年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全套实寄封	2枚	（附鉴定证
书）　　起拍价:65000元

贴6枚1934年世界杯普通邮票和快递签条及航空签条的意大利寄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混 贴 航 空 快 递 封 ， 盖 有 清 晰 的 1 9 3 4 年 6 月 4 日 意 大
利罗马Roma寄递戳记，6日奥地利维也纳Wien中转戳记，6日捷
克斯洛伐克布尔诺Brno投递戳记；贴4枚1934年世界杯高面值航
空邮票和米兰4725挂号签条及航空签条的意大利寄德国挂号航空
封，盖有1934年8月28日意大利米兰Milan寄递戳记，29日瑞士
苏黎世Zürich中转戳记，29日德国曼海姆Mannheim投递戳记。
1 9 3 4 年 第 2 届 意 大 利 世 界 杯 邮 票 全 套 9 枚 ，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套 世 界
杯邮票，此套贴有1934年世界杯邮票的实寄封是世界上第一套真
正通过邮政线路航空寄递过的信封（实寄封），邮路清晰，各种
相应戳记和签条完整，品相一流，极为稀有珍罕，附鉴定证书。 
在世界著名拍卖行索斯比独立拍卖标的中唯一有资格竞拍的世界杯邮票
实寄封即为全套1934年世界杯邮票实寄封，估价8000 €（欧元）—
15000 €（欧元），是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至今历届世界杯邮票实
寄封中价格最为昂贵和价值最高的信封，堪称稀有罕见之世界杯和足球
博物馆钻石级别典藏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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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5	 1934年英国足球百科全书《The	football	encyclopedia	
1863-1934》
起拍价:2500元

是英国足球和现代足球渊源的珍贵历史资料。

W086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麦森Meissen瓷奖章　　起拍价:2600元

直径：11.5cm,正面为浮雕奥林匹克钟图案，周边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英文字样，底部有“柏林”英文字样。背面
为奥林匹克体育场图案。由德国皇家瓷器迈森制造，“迈森”瓷器是欧美著名奢侈品品牌，素有“瓷中白金”之称。

W087	 1936年布朗克斯维尔马术俱乐部	路径技巧赛奖盘	 起拍价:8000元

布朗克斯维尔马术俱乐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的韦斯切斯特，是20世纪初期当地非常著名的马术俱乐部，有着悠
久的历史，俱乐部不乏绅士、贵族、皇室等，使得马术使用器具质量由为上乘，此件藏品也不列外，历久仍新，华丽
精美。长约58.5cm,宽约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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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8	 1936年柏林奥运会纪念陶瓷钟　　起拍价:2500元

陶瓷纪念钟摆件上刻有德语“1936年奥运会”等字样。内部有瓷摆
锤，品相完好。高度约为：23cm。

W089	 1936年柏林奥运会盖开闭幕式当日邮戳
全套邮票两套
起拍价:3000元

W090	 1936年柏林奥运会瓷瓶　　起拍价:8800元	

瓶口及足步均有鎏金，瓶上绘有本届奥运会会徽及“1936 
OLYMPA”字样，瓶高：22cm，上口直径：13cm，底
部直径：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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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1	 1938年英国足球联赛50周年《The	Story	of	the	Football	League	1888-1938》装帧纪念册			
起拍价:2500元

英国足球联赛The Football League成立于1888年，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足球联赛，也是现代英超和英冠的前身
和雏形。此纪念册是颁发给参加纪念活动的贵宾馈赠礼物，详尽描述了英国早期足球俱乐部的诞生和发展及联赛规则
等，是图文并茂了解英国足球乃至世界足球联赛、世界杯和欧洲杯等国际顶级足球赛事温故而知新的必备手册和珍贵
的早期足球历史钜献文档。

W093	 1948年伦敦奥运会会徽大型金属挂牌
起拍价:2000元

1948年伦敦奥运会是第14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48年
7月29日-8月14日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断了12年后举行的首届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新起点。
本件拍品为1948年伦敦奥运会纪念牌，长约24.5cm，宽约
18cm，重约387克。

W092	 194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足球俱乐部传记《AMSTERDAM	FOOTBALL	CLUB	ANNIVERSARY	
1895-1945》　　起拍价:2500元

是一部有关荷兰足球发展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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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4	 1948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98000元

1948年第14届英国伦敦奥运会是二战结束后奥运会的首次火炬接力，
也是奥运会圣火第二次全球传递。本届奥运会共有1416名火炬手，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有21888名火炬手，由此可见此火炬的珍惜性。
火炬头部铸有镂空的五环标志和打有“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英文字
样，该把伦敦奥运会火炬是一把珍贵的早期火炬，火炬为合金材质.火
炬高度约为41cm, 上口直径约：15cm。

W095	 1948年-2004年	邮册一本　　起拍价:无底价

内涵邮票80枚、信封23枚。

W096	 1950年世界杯决赛款用球Duplo	T
起拍价: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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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7	 1900-1950年足球5个，足球鞋5双　　起拍价:28000元

W098	 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官方报告
起拍价:2800元

本报告以翔实的图片、图表和文字详细记述了本届奥运会，共
767页。其中第756页有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吴传
玉。 
195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义
致电国际委奥会，表明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代表中国名义
参加第15届奥运会，经过不断的争取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奥委会在奥运快结束时由荣高棠任代表团团长，仅吴传玉一人
参加100米仰泳赛。

W099	 1956年科迪纳·丹佩佐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13.8万元

本届冬奥会为冬奥会火炬进行的第二次传递。火炬造型与1956
年墨尔本夏奥会类似， 均为合金材质并采用镂空工艺。火炬上
刻有 “1956年科迪纳·丹佩佐冬奥会“字样。由于当时火炬
传递为多位火炬手共同接力传递 一把火炬的方式，因此火炬数
量极少，所以也使得该把火炬非常珍贵。高约41cm。仅吴传玉
一人参加100米仰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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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0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马术比赛参与奖牌　　
起拍价:4.5万元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马术比赛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因此奖章
上有斯德哥尔摩字样。此参与奖章为单面图案铜质奖章，上方
图案为古希腊骑士骑马图案，下方为奥运五环。尺寸约为：
42×50cm。

W101	 1956年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冠军官方奖杯		
起拍价：25000元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冠军奖杯，通高14cm，内径约9.5cm，造型奇
特，厚重大气。奖杯为古希腊式三足鼎，上面刻有：“科尔蒂纳丹佩佐
1956”字样和奥运五环。墨尔本奥运会官方报告266页有记载。是珍贵
的奥运文物，非常罕见。“冠军奖杯”造型亦犹如中国青铜器三足鼎，
但上面多了一个活动的铁提把手。因它是1956年奥运会冠军才可获得
的奖品，所以按中国的称谓方式，可以命名为“奥运冠军三足提梁铜
鼎”。

W102	 1960年罗马奥运会火炬	（原盒）　　起拍价:8.8万元

本届奥运会的火炬由意大利考古工作者Amedeo Maiuri设计，重
580克，长约为39.5cm，燃料采用天然树脂，材质则首次采用
铜铝合金。采用了古典风格的设计风格，模仿了古罗马的火炬样
式，看了之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文明。火炬下
部有“第17届奥运会”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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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3	 1960年罗马奥运会-意大利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纪念（未
完成）铜盘	 起拍价:3500元

直径：33cm 第17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960年罗马奥运会。
2600年前，罗马帝国以征服者的姿态，将古代奥运会从希腊奥林匹
亚强行移到罗马举行。罗马奥运会会徽采用了罗马城徽的标志，标
志上是一只母狼在哺乳两个婴儿的奇特图案。母狼哺乳的两个婴儿
中的一个，就是传说中的罗马城第1任国王罗慕路。会徽居中本应
印有字母“MCMLX”字样，是拉丁文“1960”的意思，可见罗马
城徽是古罗马历史文化的高度浓缩，但此件铜盘并未印记，十为珍
贵，存世甚微。

W104	 1963年英国The	Football	League	成立75周年VIP馈赠骨瓷镀金瓷盆　　起拍价:4500元

直径约25cm，英国足球联赛The Football League成立于1888年，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足球联赛，也是现代英超
和英冠的前身和雏形。

W105	 慕尼黑远郊达豪集中营工作证件及1936年柏林奥运会官方证章大全套　　起拍价:20000元

证件主人名叫鲁道夫是慕尼黑远郊达豪集中营二级突击小队长，由于骷髅党卫队负责集中营的看守，达豪集中营是
纳粹德国的第一个集中营，所以驻守的都是最精锐的骷髅党卫队，所以二战结束后骷髅党卫队所有成员均按战犯处
理，只要是健在的而且当年未被起诉的一旦被发现都会被重新关押，再加上当年前苏联军队解放集中营时拒绝接受
集中营守卫投降的原因。一般骷髅党卫队的实物很难见到，基本都是侥幸逃脱惩罚的这些战犯去世后才偶尔流出。 
虽然战争让鲁道夫成为了刽子手，但是他也是个体育迷，喜欢奥运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作为柏林奥组委的官员参加
了这届奥运会，这套完整的证章便是他一个人的所得。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也许还会参加更多的奥运会，随着二战爆
发直到今年春天去世，这套柏林奥运会证章一直跟随着他，今年3月份他的家人在美国长滩拍卖会上公开拍卖了此套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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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6	 1964年奥运会浮雕《古代奥运会竞技
图》奥运钟	
起拍价:无底价

“精工”牌奥运钟，设计精美，防护罩设计为奥运
会奖牌，铜质表箍雕刻有“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
竞技项目”。

W107	 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传递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本火炬为墨西哥奥运会火炬的第二种类型，造型与标准型类似，火炬上部为黑 色金属
制成，光泽耀眼，口部设有喷火孔，中部手柄为木制，便于火炬手把 握，火炬底部印
有“墨西哥68”字样。整体线条简洁，流畅。火炬高度约为 53cm。

W108	 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传递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墨西哥奥运火炬共有4种形状。火炬整体呈圆
锥形，采用了开槽通体设计，一体成型，顶部
有“墨西哥68”字样。火炬整体为银白色，高 
45.5cm, 传递时可以将火焰映射的分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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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9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铜牌
起拍价:8万元
	 	
奖牌中间为本届冬奥会会徽，周围有法
语“1968 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字样，背
面有英文“FOND”字样。直径约为：
5.9cm。冬季奥运会奖牌数量比夏季奥
运会少得多，所以是稀少珍贵的奥林匹
克文物。

W110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掷铁饼者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为7.5cm。此件藏品是在1972年“柏林设计版权公
司”优质蓝瓷奥运纪念限量瓷盘，盘面以德国地标建筑物
及比赛场馆为背景，一掷铁饼运动员为中心，构图巧妙，
瓷质光润，值得珍藏。

W111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建设纪念瓷盘
起拍价:1500元

直径约为20.5cm。盘面主建筑物为慕尼黑地标建筑玛丽亚
广场，气势恢弘，美轮美奂，顶侧蓝色釉烧制1972及奥运
会徽，层次逼真，此款瓷盘特由“哥本哈根皇家制瓷场”
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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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2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风景建筑纪念瓷盘　　起拍价:2000元

直径约为30.5cm盘面为慕尼黑玛丽亚广场，描金勾边，将建筑物表现的富丽堂皇，
盘边一周用会徽圈边，蓝色主调，整体素雅又不失华丽。底款：慕尼黑瓷器制造厂，
德国制造。

W113	 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德国克虏伯工厂制作的火炬，燃烧管外部有“第20届奥运会慕
尼黑1972年”的外文字样。手柄部分的托架上有奥林匹克五
环标志和本届奥运会会徽，形如四射光芒。不锈钢制成火炬高
度约为72.5cm，重约：13公斤，燃料是液化气，能燃烧20分
钟。

W114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风景建设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为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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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5	 1972年奥运会高浮雕釉上彩仿古镀金瓷盘《慕尼黑
市徽与古迹　　起拍价:1500元

直径约25cm，德国制造，雕琢精美仿古瓷盘，表现本届奥运
会主办城市德国慕尼黑市徽手拿圣经的修女和著名城市古迹及
地标建筑。

W116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纪念铜盘	 起拍价:无底价

W117	 1974年世界杯Adidas比赛用球Telstar		
起拍价:15000元	

1974年德国世界杯，真正使用过的阿迪达斯Telstar
比赛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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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8	 	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25000元

火炬首次通过卫星用激光从雅典传送到渥太华。鉴于火炬手传递要持续跑1千米的实际情
况，组委会标识管理机构采用了较为实用的火炬设计方式。火炬以重量轻 的铝制成，火炬
的头部设计成黑色为了使火焰在照片上能更醒目。火炬高度约为 66cm。

W119	 	1976年因斯布鲁克奥运会冰球铜牌(原盒）	 起拍价:8.2万元

奖牌的正面有英文1976年第12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字样和奥运五环，背面有德语运动项目“冰球”字样。奖牌完好， 
带有绶带和原盒。冬季奥运会奖牌数量比夏季奥运会少得多，所以是稀少珍贵的奥林匹克文物。

W120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掷铁饼者纪念官方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掷铁饼者站立在浩渺的地球之上，瓷盘下方有本届奥运会会徽。
瓷盘背面有哥本哈根陶瓷厂款识。Royal Copenhagen皇家哥
本哈根陶瓷是丹麦的最好的瓷器工厂，每件瓷器都由陶瓷艺术家
传统手工绘制，笔触栩栩如生无可复制。高度的艺术涵养结合精
致典雅的设计，精心制造出瓷器中的稀世珍宝。当你手握一件皇
家哥本哈根的瓷器作品仔细端详时，不禁会感慨这件历经了30道
工序，由30名以上的艺术家和工匠合力完成的杰作。瓷盘直径约
1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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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1	 1974年首届柏林马拉松奖牌　　起拍价:8
万元

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的柏林马拉松是在德国首都柏
林举办的城市马拉松比赛。作为德国规模最大的
马拉松赛事，它从1974年开始举办，它既是IAAF
（国际田径联合会）金标赛事、AIMS（国际马拉
松和公路跑协会）认证赛事，也是世界六大马拉
松之一（其他五个分别是波士顿马拉松、纽约马拉
松、伦敦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和东京马拉松）。
历届赛事主办方为柏林夏洛特腾堡俱乐部（Sport-
Club Charlottenburg Berlin e.V.）。现时的主要
赞助商为宝马（BMW），因此官方名称为“BMW
柏林马拉松（BMW BERLIN MARATHON）”。 
柏林马拉松接受来自全世界的专业运动员，业余选
手，轮椅选手和轮滑选手的报名。它的赛道号称
“世界上最快的赛道”，截至2016年，已经产生
了七个马拉松男子世界记录和三个马拉松女子世
界纪录。1974年10月13日，第一届的参赛者只有
286人，获得男子冠军的是柏林当地人君特哈拉斯
（Guenter Hallas，此人至今仍在跑柏马），成
绩为2:44:53；女子第一名尤塔冯哈斯（Jutta von 
Haase）则以3:22:01完赛。

W122	 1978年世界杯Adidas比赛用球Tango
起拍价:1.5万元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真正使用过的阿迪达斯
Tango比赛用球，澳大利亚国家队全体签名于此
球。

W123	 国际奥委会认证46国发行纪念
1980年奥运会的首日封套组	
起拍价:无底价

国际奥委会为纪念1980年奥运会，专门收
集了46个成员国（本件缺尼日利亚）发行
的该国纪念当届奥运会的纪念首日封，由
国际奥委会凑成该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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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4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火炬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18.5cm，瓷盘以莫斯科莫名地标建筑“莫斯科红场”为主
体，燃烧的火炬处理于其后，稳重威严，顶部俄文“奥林匹克运
动会”字样，使整体国家特色突出，艺术感十足。盘底印有BING 
& GRONDAHL（B&G）款识，值得珍藏。

W125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运动项目限量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为21.5cm。  该款奥运会限量瓷盘除正面丰富的
体育项目印绘之外，更为别趣的是也是唯数不多的将奥运
吉祥物印于盘底的瓷制纪念品，并印有最初设计者亲笔签
名，由美国VILETTA优瓷制造，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限
量注册编号：1863C

W126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大型浮雕玻璃纪念盘
　　
起拍价:3500元

该藏品为本届冬奥会组委会定制并赠予各国贵宾的礼
物，盘面印有冬季奥运会13个比赛项目，并用可爱的吉
祥物客串运动员，十分精巧，直径：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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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7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纪念闹钟　　起拍价:无底价

W128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会徽纪念瓷瓶	
起拍价:无底价

此件莫斯科奥运会描金双耳瓶在中国风的基础
上融入欧式风格，整体感觉外形华丽。白底蓝
釉更增添了整体的清雅感，把奥运与艺术完美
融合。高约21.5，口径约9.5cm，外扩径约
15cm。

W129	 1983年国际奥委会新德里第86届全会铜/银质礼盘	
起拍价:2500元	
1983年3月，国际奥委会于新德里举行了其第86届全会。这
届全会的举办地相对于传统的欧美发达城市较为偏僻，导致
其规模较小，参会委员也较少，故这届全会的各类收藏品均
较为罕见。
本礼盘直径约30cm，使用纯手工打制的铜质胎体，在其上下
左右和中间的关键部位均镶有极薄的银质镶片，其造型具有
浓郁的印度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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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0	 1984年-2016年夏季奥运会
火炬一组9把	
起拍价:35万元

（1）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
（2）1988年汉城奥运会火炬
（3）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火炬
（4）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5）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炬
（6）2004年雅典奥运会火炬
（7）2008年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
（8）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9）2016年里约奥运会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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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1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运动项目彩绘纪念瓷盘
起拍价:1000元

直径约为21cm。   盘面运动人物描绘生动，进行感
强，色彩调配清爽，由“H M女皇”及“中国陶艺家”
监制，由“典范（PARAGON）中国有限公司”供
瓷，英国制造。

W132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纪念雕塑一组5件　　起拍价:3000元

此件藏品是为纪念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而专门设计，把当时20世纪的电话科技与雕塑艺术完美结合，此套藏品
包括五件奥运雕塑，可依喜好而自行更换，雕塑被取名“Star in Motion(运动之星)”，人物刻画细腻入微，动感逼
真，体现了70年代的奥运艺术，值得珍藏。冲刺雕塑高约26cm。马术雕塑高约22cm。游艇雕塑高约18cm。平衡木
雕塑高约26.5cm。游泳雕塑高约16cm。

W133	 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签名球　　起拍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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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4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纪念铜盘	
起拍价:无底价

该盘口为花口，盘底及外延精刻花草纹，盘
心刻有本届冬奥会吉祥物。手工制作，工艺
精良。直径约21.5cm。

W135	 芬兰籍IOC委员Peter	Tallberg参加1988年第94届IOC全会配章（带姓名）	
起拍价:2800元

原为芬兰籍国际奥委会委员Tallberg（2002年至今任荣誉委员）私人藏品。1988年9月，
国际奥委会第95届全会于韩国汉城举行，在此次会议上，挪威的利勒哈默尔被选为1994年
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W136	 顾拜旦高浮雕火炬单面纪念章	 起拍价:2000元

该藏品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而特别定制的高浮雕大铜章，制作精细，极具收藏价
值。直径：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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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7	 中华台北奥委会原IOC委员徐亨赠芬兰籍
IOC委员Peter	Tallberg礼盘（原盒）　　
起拍价:2500元

原为芬兰籍国际奥委会委员Tallberg（2002年至今任
荣誉委员）私人藏品。徐亨自1970年至1988年担任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第4位）。本藏品带有赠予者和
受赠者姓名。

W138	 70年代中华台北奥委会大铜章　　起拍价:2000元

W139	 “姚明”高浮雕纪念大铜章　　起拍价:1500元

大铜章由上海造币厂铸造。纪念章材质为黄铜，直径80mm。正面图案为中国篮球巨星姚明肖像和亲笔签名字样；背
面图案为姚明投篮身姿。限量铸造4000枚，每枚随附编号鉴定证书。本枚编号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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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0	 斯诺克签名球及球杆	 起拍价:3200元

斯诺克签名球名单：
1、马奎尔2、麦克·莱德3、丁俊辉4、塞尔比5、坎贝
尔6、希金森7、佛赫桑    8、马克戴维斯9、霍特    10、
多特、11、宾汉姆12、丁俊辉   13、希金森   14、安东
尼·麦吉尔   15、长特   16、亨得利   17、付家俊   18、
马修史蒂文斯   19、杰森·佛格森（世界台球联合会主
席）   20、多米尼克·戴尔  21、科普等。球杆签名：格雷
姆多特

W141	 庄则栋题词签名乒乓球拍-爱乒才会赢
起拍价:3500元	

庄则栋，男，1940年8月7日出生于扬州，自小酷爱乒乓
球，16岁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球冠军，全国乒乓球锦标
赛冠军，1958年进入国家青年队，同年又选入国家乒乓
球队，1961年、1963年、1965年分获第26届、27届和
28届男单、男团乒乓球三连冠。1964-1966年获全国乒
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三连冠。本拍品为以庄则栋命名的纪
念版球拍。 
“庄则栋纪念球拍”选材考究，做工特别精细，文化底蕴
深厚，“乒乓外交”使者庄则栋先生的亲笔签名，使其极
具收藏价值。

W142	 土耳其奥委会错花描彩纪念铜盘　　起拍价:3000元

直径：33.8cm 盘面地域风情浓烈，中心以土耳其国旗及五环元
素构成，圆周手错土耳其国花——郁金香包围，让人感觉到亲
切，热情，是件难得的伊斯兰国家奥运纪念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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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3	 德国GDR（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ormer	East	Germany)	）德国民主共和国(原东德)	国家级
皇冠“篮球项目”体育瓷雕
起拍价:2800元

1909年 德国酷尼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他是德国最好家用瓷器
生产工场，产品品种齐全，设计新颖。
1953年 酷尼子公司和国营企业德国VEB公司合并后成立了
GDR公司。
1994年 德国统一后，公司实行私有化，所有权归传奇人物“瓷
器大师”菲利浦罗森塔尔的嫡孙德平罗森塔尔所有。品牌于
1909年创立于德国，以出色的产品设计优良的品质取胜，是具
浪漫气质的时尚和艺术并存的品牌。因其一直致力于提供给追
求高质量精致生活的人群得到愉快精致的体验，从而成为世界
知名的瓷制器皿之一。他带动了个性化商品的潮流，使全球艺
文界人士为之风靡。商品本身以贴花工艺闻名世界，素烧完成
后再加以贴花烧制，故产品图案色泽永远不褪色釉下彩工艺绝
不含铅，釉下彩的全部彩饰都在瓷坯上进行，再经上釉一次烧
成。选用泰国的优质土质，杂质少，自然白度高铁、钛杂质含
量低烧成亮度和强度高、成瓷性能好。此件拍品也是GDR公司
出品量极少的体育题材陶瓷工艺品，存世量极少，具有一定的
历史及工艺价值。高约22.5cm。

W144	 1964年东京奥运会木质“寿”字礼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33cm，是东京奥组委送给各国贵宾的礼物，在日语中
寓意为“幸福、祝好”。

W145	 查尔斯·法基诺Fazzino体育艺术
大徽章全套(13枚)	　　起拍价: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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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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6	 日本著名马拉松赛事奖牌(6枚)　　起拍价:5000元

东京马拉松，是日本以及全亚洲最出名，最有人气的马拉松之
一。她虽然只有短短的7年历史，但却成为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中
的一员，而且比那些传统赛事更加的吸引人眼球。东京马拉松的
路线会经过东京都内的各大地标，比如皇居，浅草寺，银座等。 
京都马拉松。京都，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参加
京都马拉松，是体验这座历史遗产众多的文化古城气息的绝佳体
验。京都马拉松赛可以近距离的巡游京都的7个世界文化遗产，全
程眺望五山美景。比赛路线一般从西京极综合运动公园陆上竞技场
出发，途径梅宫大社，平野神社，府立植物园，京都音乐厅，下鸭
神社，京都大学等，最后抵达平安神功，全程42.195公里。冲绳马
拉松、大阪马拉松、熊本马拉松、长野马拉松。

W147	 六福珠宝赞助北京上海武汉马拉松镶足金完赛奖牌　　起拍价:3000元

六福珠宝已成功赞助国内北京马拉松35周年、上海马拉松20周年、武汉首届马拉松完赛奖牌。今年六福珠宝再度获邀
赞助2016北京马拉松镶足金完赛奖牌。这是继去年六福珠宝为致意北京马拉松35周年，重磅推出北马历史上第一块
镶足金完赛奖牌后，再次为北马赛事设计制作完赛奖牌。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事是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传统体育赛事，举办至今已是第36年，受到国内外跑者们的高度关注。此界北京马拉松完赛奖牌，除保留足
金金章的亮点之外，在设计上仍延续去年经典之处，以极具代表北京特色、历史悠久的天安门城楼作为主背景，融入
充满现代设计感的鸟巢元素。八个回纹图案结合浑圆的主线条，象征着马拉松健儿凭借着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体育
精神历经的里程碑，奖牌正中那若隐若现的“福”字纹印，寓有“求福之意”，与同样具有“富贵不断”的回纹图案
相得益彰，同时也代表了六福珠宝对每一位跑友的致敬和祝福。

W148	 崇礼之巅越野赛十川艺术画奖牌	
起拍价:2000元

奖牌画是由田十川开创的的体育艺术形式。十
川艺术是国内首个专门做体育类艺术周边的品
牌，曾和多个赛事、公司合作，推出专款奖牌
画，更于今年7月初举办了“十川马拉松100奖
牌画展”，已经为全球超过100个赛事创造了
奖牌画！崇礼之巅越野赛的十川艺术画更是作
为崇礼之巅越野赛的前三名跑者的奖牌颁发。
2014-2015年是中国越野跑赛事的启动之年。
TNF100越野赛被国内越野跑爱好者称为，最专
业，难度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越野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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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0	 1988年汉城奥运会高浮雕铜盘2件	 起拍价:1000元

W151	 1988年汉城奥运会24K镀金限量版馈赠礼品套装（原盒）　　起拍价:1000元

W149	 1988年汉城奥运会火炬限量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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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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3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徽章一组	（27枚）　　起拍价:3000元

W154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德国队冠军全体22人签名比赛款用球　　起拍价:10000元	
第 十 四 届 世 界 杯 足 球 赛 （ 官 方 名 称 ： 1 9 9 0  F I F A  W o r l d  C u p  I t a l i a · ） 决 赛 周 于
1 9 9 0 年 6 月 8 日 至 7 月 8 日 在 意 大 利 举 行 ， 历 时 1 个 月 。 本 届 是 意 大 利 举 行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杯 ， 联 邦 德 国 国 家 足 球 队 最 终 夺 冠 ， 金 球 奖 由 斯 基 拉 奇 （ 意 大 利 ） 获 得 。 
本 件 拍 品 是 当 届 比 赛 的 比 赛 款 用 球 ， 且 经 过 冠 军 联 邦 德 国 队 全 体 2 2 名 球 员 签 名 ， 人 员 名 单 如 下 ： 
1 Bodo Illgner（博多·伊尔格纳） Koln（科隆）【主力】、 Stefan Reuter（斯特凡·罗伊特） Bayern 
Munich（拜仁慕尼黑） 、 Andreas Brehme（安德烈斯·布雷默） Internazionale（国际米兰）【主力】 
、 Jürgen Kohler（尤尔根·科勒尔） Bayern Munich（拜仁慕尼黑）【主力】 、 Klaus Augenthaler
（克劳斯·奥根塔勒） Bayern Munich（拜仁慕尼黑）【主力】 、 Guido Buchwald（吉多·布赫瓦尔
德 ） Stuttgart（斯图加特）【主力】、 Pierre Littbarski（皮埃尔·利特巴尔斯基） Koln（科隆）【主
力】、 Thomas H????ler（托马斯·哈斯勒） Koln（科隆）【主力】、 Rudi Voller（鲁迪·沃勒尔） 
Roma（罗马） 【主力】、 Lothar Matth??us（洛塔尔·马特乌斯） Internazionale（国际米兰）【队长】
【主力】 、 Frank Mill（弗兰克·米尔 ） Borussia Dortmund（多特蒙德）、 Raimond Aumann（雷蒙
德·奥曼） Bayern Munich（拜仁慕尼黑） 、Karlheinz Riedle（卡尔海因茨·里德尔） Werder Bremen
（云达不莱梅） 、 Thomas Berthold（托马斯·贝特霍尔德） Roma（罗马）【主力】、  Uwe Bein
（乌韦·贝因） Eintracht Frankfurt（法兰克福）、 Paul Steiner（保罗·斯泰内尔） Koln（科隆） 、 
Andreas Muller（安德雷斯·穆勒） Borussia Dortmund（多特蒙德）、 Jürgen Klinsmann（尤尔根·克林
斯曼） Internazionale（国际米兰）【主力】、 Hans Pflügler（汉斯·普夫卢格勒） Bayern Munich （拜仁慕
尼黑） 、 Olaf Thon（奥拉夫·托恩） Bayern Munich（拜仁慕尼黑） 、Günter Hermann（贡特·赫尔曼） 
Werder Bremen（云达不莱梅）、Andreas Kupke（安德烈斯·科普克） Nürnberg（纽伦堡）

W152	 1988年汉城奥运会体育场（铜）模型（原盒）
起拍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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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5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官方报告（全新	）	 起拍价:3000元

本报告以翔实的图片、图表和文字详细记述了本届世界杯，共300页。

W156	 1990年北京亚运会接力传递火炬　　起拍价:60000元

中国唯一的有浮雕龙图案的火炬，据说当时只制作了30余把，火炬手传递完大部分
都由国家回收了，所以存世量极少，极为珍贵，值得收藏。

W157	 199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吉祥物景泰蓝对瓶	 起拍价:3000元

瓶上有本届亚运会会徽,会徽下方有1990字样,两边伴以憨态可掬的吉祥物。花瓶上图案及色彩丰富。以景泰蓝中国著
名特种工艺，呈现出一种端庄大气的风格。瓶高约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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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8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建筑限量纪念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18.3cm，瓷盘釉色丰满，釉面光亮，盘底有“1992巴
塞罗那奥运会”以及“双语”标注“第六版瓷盘”“BING 
& GRONDAHL(B&G,龚达尔瓷器生产长)限量版（丹麦）制
作”描金字样。（为纯手工限量版制作）

W159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队限量版运
动项目瓷盘	
起拍价:1000元

直径约为21.8cm 瓷盘设计精美，正面为七大体育
项目手绘人物，中心为燃烧火炬，寓意奥林匹克
运动在圣火下生生不熄，盘底为美国奥委会会徽
及奥委会授权字样，限量编号：5592

W160	 2000年悉尼奥运会官方纪念瓷盘　　起拍价:1200元

限量制作2000，直径约20.3cm，带原盒证书。瓷盘中心为本届
奥运会会徽，周边配有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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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1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彩绘高浮雕镀金大铜章
起拍价:1000元

尺寸约为9X6cm，厚度为4mm，重量208克。

W162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法国奢侈品牌LALIQUE限量版水晶摆件一组4个（原盒）　　起拍价:4000元

W163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徽章一组	（27枚）
起拍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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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4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火炬呈古代火炬最简洁的形状，由一束直管组成，外边套有金属环。火炬的外形还象征了古希腊的建筑的
线条。火炬身的22根铝管代表着历史上曾举办过的22届夏季奥运会。在上边的镀金铜环上有“亚特兰大
1996”字样和本届奥运会的会徽，而在下边的环上写有所有举办过现代奥运会的城市名字。这把火炬是历
届夏季奥运会火炬中最长的一把，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把需要手握中间部位的火炬。火炬的底部由五环和阿拉
伯数字100构成，纪念奥运会已经走过百年历史。长度约为80cm。备注：火炬尾部有孔。

W165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	(原盒)　　起拍价:18万元

金牌得主为古巴男子棒球金牌LAZARO VARGAS. 正面是自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以来一直使用的胜利
女神奈基的像，奈基的左手托着棕榈树，右手举过头顶，托着胜利者的月桂花冠。背面是1996年奥运会标
志和橄榄枝。1996 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古巴棒球战胜日本队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冠军。

W166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立体高浮雕描金（巨型）瓷罐（限量
版）	 起拍价:8000元

德国制造，高浮雕刻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海报精美绝伦图案的圆柱形
罐体顶象征着古希腊奥林匹亚建筑中的罗马柱，奥林匹亚女神高擎着奥
运圣火描金罐顶坐落于铭刻着本届奥运会会徽的黑釉锥形顶盖之上，罐
体绿釉与红釉交替之间壁画图案分别表现奥运会比赛项目，并镌刻着
1896—1996年百年奥运造型，高浮雕橄榄枝环绕的古希腊建筑罗马柱
粗狂瓷罐手柄与罐体浑然一体，俨然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奥林匹克风景
雕塑艺术精品。  高约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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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7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国旗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20.5cm。1996年是现代奥运会的100年诞辰，7月19日-8
月4日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了奥
运家庭的大团圆。 本届比赛中设26个大项271个小项，共有来自世
界197个国家和地区的10788名运动员参加了各项比赛的角逐，各
国选手经过17天的激烈争夺共打破25项世界纪录。上述数字皆创造
了奥运会历史上的新纪录。盘表面用浅灰色描绘地球图案，下方正
中位置是100奥运“100年五环火炬”印徽，15个国家国旗环绕周
围，寓意携手，共进。在盘底非常显赫的印有“旅游之国”字样，
表示亚特兰大对世界各国的开放及热情，英文大意为：“艺术瓷盘
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和平，友谊’，现代奥运会对于全世界来说是
一种希望的象征，奥运会中的五环代表着五大洲的人们友好相处，
齐聚奥运盛会。 五环分别代表：黄色是亚洲，黑色是非洲，蓝色
是欧洲，红色是美洲，绿色是大洋洲。在开幕市现场各个国家的奥
运选手都自豪的高举着本国国旗，气志高昂！”亚特兰大（霍尔马
克）皇家标志公司制作。原包装盒。（非食用用瓷）

W168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百年斯沃琪限量套装手表	 起拍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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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九个过去曾主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以奥运主办城市
的海报为基础，每个款式具体表达了奥运唤起对各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及文化的追忆。

W169	 1996年亚特兰大冬季奥运会纪念徽章限量集锦
起拍价:1500元

此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珍藏限量徽章由18枚金属章组成，
在方寸间印记了自1924-1994年冬奥会海报图案，镶于木质镜框
内，精美绝伦，极具历史意义，并经亚特兰大奥运会委员会官方
授权，由著名“IMPRINTED PRODUCTS(印记公司)”出品，
将产品编号436/10.000 外框尺寸27c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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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0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百年纪念瓷盘　　起拍价:3500元

直径：20.7cm1996年是现代奥运会的100年诞辰，7月19日-8月4日
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实现了奥运家庭的大
团圆。本届比赛中设26个大项271个小项，共有来自世界197个国家和
地区的10788名运动员参加了各项比赛的角逐，各国选手经过17天的
激烈争夺共打破25项世界纪录。上述数字皆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的新纪
录。盘表面用浅灰色描绘地球图案，下方正中位置是100奥运“100年
五环火炬”印徽，15个国家国旗环绕周围，寓意携手，共进。在盘底非
常显赫的印有“旅游之国”字样，表示亚特兰大对世界各国的开放及热
情，英文大意为：“艺术瓷盘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和平，友谊’，现代
奥运会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奥运会中的五环代表着五大
洲的人们友好相处，齐聚奥运盛会。五环分别代表：黄色是亚洲，黑色
是非洲，蓝色是欧洲，红色是美洲，绿色是大洋洲。在开幕市现场各个
国家的奥运选手都自豪的高举着本国国旗，气志高昂！”亚特兰大（霍
尔马克）皇家标志公司制作。

W171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百年漆金纪念篮球
起拍价:2000元

球体以金色漆皮制成，正面印有亚特兰大1996年百
年奥运纪念标记，另侧印有“MOLTEN OFFICIAL
（摩腾官方）”制造印记，球质表面光亮如镜，手感
柔和，质量上成，珍藏佳品。 泰国制作。

W172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百年斯沃琪限量套装手表　　起拍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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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九个过去曾主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以奥运主办城市
的海报为基础，每个款式具体表达了奥运唤起对各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及文化的追忆。



60

W173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徽章一组（27枚）
起拍价:3000元

W175	 1997年韩国釜山东亚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8800元

W174	 1956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马术比赛官方报告	 起拍价：3500元	

第1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56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因为按照澳大
利亚的法律，马匹入境后，必须经过6个月的隔离检疫。后来，国际奥委会决定马
术比赛改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其余项目按原计划不变。因此，本届奥运会实际上
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的。本报告真实、完整地纪录了这次奥运历史上唯一
的一次分在两个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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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6	 1998年日本长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纪念瓷盘	
起拍价:1500元

盘中以飘雪和雪松作为景图，中心青花烧印会徽，会徽为一
朵盛开的鲜花，六个进行不同冬季项目的运动员则构成了
这朵花的六枚花瓣，也象征着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片雪
花。这个色彩鲜明、样式活泼的会徽象征着这届冬季奥运会
的气氛非常之热烈，其光辉将会遍及全世界。直径均约为
20.5cm。

W177	 1998年法国世界杯可口可乐瓶型拼图徽章套装
起拍价:2200元

此套徽章为1998年法国世界杯，由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可
乐瓶型拼图徽章，共17枚，徽章内容包含了大量世界杯相关信息
和设计元素，十分精致美观。设计沿袭了可口可乐在世界大型赛
事一贯保持并以成为标志性的17枚徽章可乐瓶拼图造型，是世界
杯类型徽章中难得的精品。

W178	 1998年长野冬奥会徽章一组	（28枚）
起拍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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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9	 2000年悉尼奥运会纪念奥运会104年主办国国旗纪念瓷盘	
起拍价:2000元

直径约27.4cm。盘面设计独特，中心为2000年当届澳大利亚国旗及
圣燃火炬，注释字样译文为“庆祝对奥运104年的参与支持”，盘边
104年间24面国旗环绕，寓意也是对这104年所以参与国家的感谢，
盘底印有“限量瓷盘”字样。底则小款标注“奥大利亚印刷，优瓷制
造”特供字样，极为珍贵。

W180	 2000年悉尼奥运会徽章一组（28枚）	
起拍价:3000元

W181	 2002年韩日世界杯比赛款用球
起拍价:3000元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官方名称：2002 FIFA World Cup 
Korea/ Japan·）是国际足联第十七届世界杯足球赛，决
赛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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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拍品是当届比赛的比赛款用球，具有国际足
联和主办国日本足联的双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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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2	 2002年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28000元

火炬整体由手柄、火炬身、花冠三部分组成，以银色为主调，搭配熊熊燃烧的圣火。火炬设计
象征了冬奥会的雪山雪景的玻璃花冠。本届冬奥会火炬第一次将玻璃材质融入其中。火炬长度
约为84cm。

W183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徽章一组	（27枚）	 起拍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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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4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各国奥运代表团纪念徽章	（524枚）	 	 	起拍价:36万元

2004年8月13日至29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在第2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202个国家和地区的11099名运动
员，参加了28个大项301个小项的比赛。 
NOC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简称，顾名思义，NOC徽章是由奥林匹克运动会
各个国家参赛国奥运组织委员会自己单独发行的纪念徽章。于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有极具个性，异彩纷呈的NOC徽章问
世，既诠释体育精神，又展示民族个性；为了避免雷同，甚至有些国家奥组委还将奥运举办国的特色也完美融入自己
的徽章设计理念。如此，又增加了NOC徽章的艺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NOC徽章由各个国家参赛国奥组会发给自
己国家的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和官员，鼓励他们用NOC徽章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交换，来传递友谊，宣扬奥林匹克精
神，弘扬奥运文化。因此NOC徽章不同于其他类徽章，NOC徽章是在商业渠道买不到的，只有亲历奥运会，与运动
员交流才有可能获取NOC徽章，是众多徽章当中最难收集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就曾指出：“徽章和其
他纪念品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统计，2004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参赛国家及地区202个，
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NOC徽章。有些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小国参赛人数少，其NOC徽章数量更是稀少，被称为“尖
章”，收集它更是难上加难。 
这批2004年NOC徽章共524枚，大部分来自本人十多年的交换与收藏，是呕心沥血积攒下的精品，含有众多难得一见
的“尖章”，为徽章收藏界所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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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5	 第一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12000元

“号角”火炬，光耀狮城。火炬的技术平台和制造工艺是严格按照奥运火炬的要求进行
的，在环保、安全、性能上跟奥运火炬“祥云”一样表现卓越；外壳及内部燃烧器等部件
采用的材料既环保又利于保存收藏。火炬高约56cm。

W186	 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12000元

“蓝金陵”火炬，火炬图案中的蓝色取自亚青会色彩系统，
象征古都南京沉静悠远、处变不惊的精神气质；上下两端取
自南京云锦中的云纹图案，体现了南京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人文底 蕴；正中燃的丝带象征青少年的蓬勃朝气及自强不
息、勇于拼搏的精神。火炬高约64cm。

W187	 2006年第20届都灵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15000元

火炬由著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设计，整个火炬是“以赛车科技的工业标准”来制作
的。由铝、 钢、铜以及高科技的聚合材料制成，整个形状有些像一只高尔夫球棒。这支
火炬最大的特点是火焰是在火炬内部燃烧的，可以保证即使在大风天气下。火炬都能正
常燃烧。火炬高约为7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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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8	 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火炬长约1米，流线型设计，颜色主要为白色，装满燃料后中11.6公斤，可燃烧12分钟，火炬
由加拿大著名的庞巴迪公司设计，灵感来源于加拿大白雪覆盖的起伏地形和滑雪者划下雪坡时
在雪上留下的痕迹。火炬上镶有冬奥会会徽还有一个红色的枫叶型开口。枫叶是加拿大的象
征，这个枫叶形的开口 也是火炬的通风口。

W189	 2010年第一届新加坡青奥会火炬,（全新、原包装）
起拍价:16000元

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第一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当
地时间2010年8月14日在新加坡开幕，8月26日闭幕。亚奥理事会下属45
个国家奥委会于2010年夏天获准加入新加坡青奥会火炬从雅典至新加坡
的青奥会火炬传递之旅。2010年7月，青奥会火炬在雅典点燃，之后在五
大洲各选一个城市进行传递，这些城市包括：柏林、达喀尔、墨西哥城、
奥克兰和首尔。

W190	 2010年南非世界杯国际足协官方授权32强徽章	套装（镀金版）	
起拍价:3800元

此套徽章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国际足协授权生产商品，全套共34枚徽章，
其中包括32枚参赛国国旗球衣造型徽章，一枚大力神杯造型徽章，一枚南非
世界杯标志徽章。官方授权的32强徽章共有两套，一套为限量普通版，一套
为限量镀金版，此套为限量镀金版，32枚参赛国徽章中的 南非世界杯Logo进
行了镀金处理，是理解世界杯类型徽章中的高品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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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1	 第一、二届青奥会火炬2把　　起拍价:32000元

2010年第一届新加坡青奥会火炬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青年奥运会、青奥会，每四年一届，夏季青奥会
最长12天。 本火炬为新加坡第一届青奥会全新火炬，从手柄到顶部由紫色渐
变为银色，长约 60cm，宽约5至8cm，重约1公斤。火炬用铝制成，手柄处裹
有防滑材料。火炬的设计灵感取自于“火”和“水”两种自然界元素：柄身的
水波设计代表东道主新加 坡起源于一个海港，顶端的火焰代表着青年人热爱学
习、勇于超越的激情。        
2014年第二届南京青奥会火炬 
南京青奥会火炬名为“幸福之门”，顶部造型寓意城门，象征着南京通过赛事
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博大与辉煌。“打开城市心灵之门，举办青春盛会，把世界
的未来迎进古都南京”。整个造型具有强烈的动感，融合南京特色，青春元
素，表达了南京希望与全世界青年一同开创未来的祝愿。

W192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徽章一组（25枚）　　起拍价:3000元

W193	 2011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亚足联主席张吉龙签名球	
起拍价:13000元

2011年时任亚足联代理主席的张吉龙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亲笔签
名阿迪达斯比赛用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中国足协对外最高领导
人（亚足联代理主席）张吉龙落款合签之足球。张吉龙是迄今为止，
世界和亚洲足坛任职最高之中国人，是2002年中国足球首次冲进世
界杯足球赛决赛圈的功臣，并为中国赢得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主办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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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4	 第一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15000元

“缤纷”火炬，图案以赛会的色彩元素为基础，加以动感的火焰形状元素来表现赛会主题。
寓意现代青年青春、有活力的健康、多彩的生活方式。首届青年冬季奥运会于2012年1月13
日至22日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58年轻运动员参赛。火
炬高约59cm。

W195	 2012年第十二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裁判服一套（4件）	
起拍价:2000元

棉服一套（L号）、鞋（43码）、手套。

W196	 2013年第二十七届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炬	
起拍价:8800元

俄著名冰球运动员阿列克谢·莫罗佐夫成为俄罗斯境内的
首位火炬手。传递活动的总长度约为15.5公里，经过欧
洲、 非洲、美洲与亚洲大陆，70名火炬手参加，其中包括
多位俄著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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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7	 2014年第二届南京青奥会官方报告		（全新）　　
起拍价:2000元

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南京青奥会，于2014年8月16
日20时在中国南京开幕。南京青奥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又一个重
大奥运赛事，是中国首次举办的青奥会，也是中国第二次举办的奥运赛
事。本册官方总结报告全方位地记述了这一次青奥盛会。

W198	 2014年第22届索契冬奥会火炬（全新）　　起拍价:13000元

本届冬奥会火炬是一款非常时尚的具有未来感的羽毛型镀铬火炬。火炬重1.8公
斤，长约1m。火炬内里为红色，整体设计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民族不死鸟传说的
故事。本届冬奥会共仅有 14000名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

W199	 1930—2014年历届世界杯主办国邮票（实寄）封片	
起拍价:32000元

本集珍藏贴有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至2014年第20届世界杯发行的历届世界杯邮票
信封和明信片共计60枚，其中1930年第1届世界杯（邮政纪念滚戳）齐柏林飞艇
搭载首航实寄封和明信片，记录和见证了全球最顶级体育盛事世界杯辉煌历史的开
启，因为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没有发行邮票，所以这些盖有特殊戳记的实寄封片
弥足珍贵；1934年贴有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的实寄封和明信片，是历届世界
杯邮票封片中价格最为昂贵之凤毛麟角精品所在，极为珍罕；1938年第3届世界杯
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国际足联FIFA授权的纪念邮票，开创世界杯邮票知识产权之先
河，贴有本届世界杯邮票的首航实寄封，是早期世界杯邮票实寄封片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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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0	 2014年索契冬奥会徽章一组	（28枚）　　起拍价:3000元

W201	 多届冬奥会各国代表团手册100本	 起拍价:16万元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为冬季奥运会、冬奥会。主要由全世界地区举行，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
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1994年起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间举行。参与国主要分布在世界各地，包
括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主办。 
每届冬奥会上，各国都会推出包含全体参赛运动员、官员详细介绍的代表团手册，用于比赛期间使用。一般不对外公
开发行。由于手册本身数量稀少，经过多年流传下来的就更以收藏。奥运会代表团手册的内容丰富是很好的体育历史
资料，深受体育收藏迷的喜爱。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收藏到多届冬奥会各国代表团手册100本，供大家欣赏。

W202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品一组3件	 起拍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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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3	 国际足联2位主席布拉特和因凡蒂诺签名照片	 起拍价:2000元

W204	 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签名拜仁球衣	 起拍价:2000元

W205	 30年代英国足球俱乐部球帽和奖牌一组	共计4件	 起拍价:4500元

（1）1936—1937年飘带流梳足球帽1顶，1935年足球帽1顶。 
（2）1937— 1938年银镶珐琅彩足球奖牌（原盒），1947年银镶金足球奖牌（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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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8	 （约1900年）英国浮雕镀银足球奖杯　　												起拍价:7500元

22.9cm 长X21.6cm宽X19.1cm 高，重1141g，英国德文郡足球协会奖杯，花瓣裙边杯沿通体镀银，象征胜利
的浮雕硕果环绕四周，双耳狮头衔叼挂环（英国德文郡足球协会会徽主图为狮子），杯体镌刻“Presented to F 
J C Jackman by Devon County Football Association for his service to football”，底部刻有：“Made in 
England”。备注:Devon County Football Association英国德文郡足球协会成立于1888年，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足
球协会（俱乐部）之一。

W206	 仿古手绘古希腊“奥运圣火”纪念陶盘		
起拍价:3200元

盘底有“奥运圣火-B+S. DOULAS 手做”款，正面
绘画精美，一赤裸希腊男子身型健美，肌肉线条匀称，
步伐矫健，手执金属质感火炬奔跑，右上方以希腊语绘
“ολυμπιακ· φλ·γα(奥运圣火)”字样，
盘缘以“回纹”点饰，精美至极！直径约23.5cm。

W207	 捷克足球甲级联赛-杜克拉布拉格足球俱乐部
纪念瓷盘	　　
起拍价:3000元

瓷盘以金色花边装饰盘缘，华丽大气，瓷盘白润，珍藏
级足球题材纪念品。直径约2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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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9	 冬奥会冰鞋一组3双		 起拍价:3000元

W210	 早期木质乒乓球拍2副（4个）　　起拍价:1000元

W211	 早期足球造型香烟储藏盒	 起拍价: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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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2	 1994年利勒哈默尔火炬模型　　起拍价:2000元

本届冬奥会火炬是历届冬夏季奥运会中长度最长的一把，为方便人们携带和留作纪念组委会特地按照原火炬样式制作
火炬模型，火炬长度约为60cm。

W214	 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签名照片及封　　起拍价:3500元

W213	 伦敦第124次国际奥委会全会罗格主席佩章、签名明信片　　起拍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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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5	 索契第12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佩章及巴赫签名照片	
起拍价:4500元

W216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珐琅工艺大铜碗　　起拍价:无底价

该拍品我为印度手工制作彩色珐琅工艺大铜碗，碗口直径约为16.5cm，高约：6cm。碗内正中央为本届奥运会会徽标
志。铜碗的造型大方和图案设计丰富。

W217	 “世界和瓶	”瓷瓶　　起拍价:无底价

“国瓷2008”同时具有萨马兰奇、罗格、何振梁、 尼古拉
乌等国际奥委会官员 的印刷签名。产自我国 拥有：“红色
官窑”之称的国瓷基地湖南醴陵。全国限量发行2008套。
“国瓷2008”原瓶“巴拿马 金奖瓷”。瓶高约4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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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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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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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80号508室

电话：(86-10)5710-6858 

传真：(86-10)8770-6787)

邮编： 1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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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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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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及国际上唯一一家对体育（奥运）

收藏品常年征集及公开拍卖的经营机构，常年展览、鉴定、经营体育（奥运）收藏品，亦开展体

育博物馆建设策划及展品配置业务。 公司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体育文

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举（承）办了国际奥委会主办的国际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拍卖会，北

京文博会体育珍藏品拍卖会及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深圳大运会等 30 余

场体育奥运专场拍卖会。与国际、国家有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国内外多家体育博物

馆的合作伙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公司设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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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签名、书报刊、

照片、证章、火炬等艺术品、收藏品。

发现  　合作　  友谊 　  分享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观音堂文化产业园东区 B215

公司网站：www.wylbpm.com

公司邮箱：wyl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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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　2526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交流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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