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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博资讯

近日，上海某著名民营美

术馆发布价值总标的为2000万

元的一系列艺术众筹项目，并

以百万年薪招聘项目总监引发

业内关注。与此同时，国内某

大型门户网站收藏频道也发布

以“艺术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艺

术众筹项目，首个项目已在7天

内获得13.2万元的众筹融资，

超出了最低额度10万元，标的

艺术家也即将开始其“艺术创

作之旅”。艺术众筹再次进入

艺术投资界的视野。

众所周知，无论是众筹还

是艺术众筹，在中国出现均属

新鲜事物。艺术众筹曾经被业

内许多人士认为是拉近普通投

资者与高深莫测的艺术收藏界

“最亲民的投资手段”，而自去

年开始，也有一些艺术机构不

断地推出一些艺术众筹项目。

然而，相当多的项目都是高调

登场，然后在宣布完成资金筹

集后悄无声息离开，杳无音讯。

纵观近两年国内陆续推出

的一些艺术众筹项目，几乎都

有两个特点：一是众筹作品价

格要低于艺术家作品市场价

格；二是项目互动性强，能够让

项目购买者体会到参与感。相

较而言，去年国内出现的艺术

众筹项目主要集中在某个或几

个艺术策展人或机构手中，特

点是以收益高、可回购、交易便

捷为卖点。而今年出现的艺术

众筹项目多出现在一些众筹网

站的艺术类板块，此外，还有个

别专门做艺术类众筹项目的网

站。相较去年，今年很多众筹

项目低调了许多，而且还有相

当数量的项目未能通过众筹形

式筹集到资金而流产。

本质之争：
销售渠道还是融资手段？
曾推出“艺知世界”项目的

艺术众筹发起人卢红表示，以

“艺知世界”主打的“筹资供创

作，后期销售后按份额分成”的

艺术众筹模式可以理解为，结

合广大投资者力量，资助了一

个并不出名的“凡�高”，后来
“凡�高”的作品经过一系列运
作后售出了高价，早期投资人

就获得了相应回报。

然而，某门户网站收藏频

道推出的“艺术丝绸之路”与此

并不相同，该项目经理表示，他

们组织的这种艺术众筹更像一

种“预消费”模式，以“团购+预

购”的方式，向公众募集项目资

金，在通过互联网进行募集时，

大众同步了解到艺术家的创意

和其他信息，进而获得资金支

持，最后根据出资额，分享其原

作、限量复制品、艺术衍生品等

不同档次产品。

而北京金马甲文化艺术品

交易中心创始人赵文耀则认

为，艺术众筹将会作为交易所

艺术品电商交易的发行方式之

一。在他看来，众筹是互联网

金融交易中一种颠覆传统的交

易模式，在传统渠道中层层加

码的艺术品更适合众筹这一互

联网直销形式，能够让画家更

直接地与藏家联系起来。

前路漫漫：
艺术众筹风险高企
艺术众筹，这一极为年轻

的概念正在加入同样很年轻的

中国艺术投资市场，然而，相较

于许多国外艺术众筹项目顺利

销售、再度组织、再度销售的良

性循环，国内许多艺术众筹项

目却喜忧参半甚至一地鸡毛。

尽管有以“艺米空间”为代表的

艺术众筹画廊成功进军798为

正面例证，但如“跟着大师去买

画”等更多的项目却呈现出了虎

头蛇尾的面貌。这不仅让业界

质疑，作为一种短期资本操作项

目，众筹的方式会不会不太适

合发酵期过长的艺术领域？

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

旭指出，目前的一些艺术项目在

众筹领域的成功实践不一定具

备足够推而广之的说服力。事

实上，众筹对于很多做项目的人

来说并不是因为缺钱，更多的是

需要通过众筹去推广。因为一

般众筹至少有100人甚至是几

百人参与，这种推广方式比起

发广告要好得多，而众筹平台

是依靠项目筹集到的资金数目

获得收益的。 （李虎 陈羽）

艺术众筹：艺术投资高风险地带

本报讯 6月初，苏富

比（北京）2015年春季拍卖

会已落槌。本次拍卖延续了

去年将油画和当代水墨相结

合的思路，囊括了大师级作

品和中青年艺术家的代表

作品。此次春拍85件拍品

总成交额为4048万元，其

中保税拍品共22件，占总

拍品的25%，以1085.6万元

成交价拔得头筹的赵无极

的抽象艺术作品《15.2.93》

便是保税拍品之一。苏富

比（北京）公司牵头兴起的

保税拍卖, 在目前的艺术

品进出口贸易流程来看也

是极具创新性的。保税拍

卖自诞生以来已经历了3

年共6届的发展历程。

保税拍品货值已逾10亿元
截至今年6月，苏富比

拍卖行在京以保税拍卖模

式举办的各类拍卖会及私

人洽购展共计6届，涉及包

括手绘画原件、雕塑、家具、

西方银器等各类保税拍品

总计300余件，累计货值逾

10亿元。

保税拍卖的首要优势，

就是降低了海内外艺术品

收藏和投资者参与中国拍

卖会的资金成本。

提供海外艺术品入境方案
随着保税拍卖模式的

日趋成熟，其已远非表面意

义上简单的“缓税”功能，而

是成为能够整合提供集海

外艺术品征集、国际艺术品

物流、艺术品仓储、保税通

关、金融结算于一体的整体

解决方案，为拍卖机构所提

供的商业价值应大于简单

的资金成本节约。

所谓保税拍卖的具体

流程，即是海外艺术品借助

保税拍卖机制，可以在通过

中国海关时暂缓缴税，在进

入天竺综合保税区外的中

国拍卖会或交易环节时（即

真正意义上的“入境”）才发

生税收问题。而艺术品的

买卖双方可以选择即时缴

纳进口关税及增值税，也可

以将艺术品继续保存在保

税区内，或者再次进入境外

第三方国家、地区进行流

通，也可以在区内进行展

览、拍卖等，后两种交易方

式都是不发生税收的（因为

真正意义上并未“入境”）。

据介绍，成交后买家不

选择缴税留购,而把艺术品

留在“区内关外”的意愿确

实增加了。而关于保税拍

卖的整体附加价值，首先区

内艺术品仓储、文物艺术品

保护修复、艺术品通关物流

等配套服务的建立，为艺术

品长期存储、跨境流转提供

了可信赖的支撑平台。

规则面向整个拍卖行业
拍卖行业现在普遍面

临征集难题，保税拍卖为拓

宽海外征集、海外艺术品踊

跃进入内地交易提供了合

规、合法且低成本的通道。

傅新亮解释，该机制与国家

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

正在建设的“海外文物回流

口岸”并不冲突。回流口岸

的针对面更广，保税拍卖主

要服务于入境艺术品的拍

卖业务，相当于回流口岸的

一个交易通道。而针对国

内艺术品的出境交流及交

易，傅新亮介绍，国家对外

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另有

一套服务于此的方案。

每个新生事物的诞生

一般都会伴随着怀疑的目

光。如保税拍卖，就有批评

界人士指出，它其实是为一

些艺术品投资甚至是投机

者提供了避税的“温床”。

从客观来看，中国对于艺术

品的进口税率较其他国家

偏高，国家推出特殊监管下

的自由贸易机制，初衷就是

为了活跃海内外的文化及

艺术品流通，这在现下是合

法合规的。

（据《中国文化报》）

保税拍卖：尝试艺术品进出口新型模式

赵无极作于1958年的《抽象》，苏富比拍卖的保税拍品

一组民国纸币132万元成交

本报讯 由天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和

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联合推出的“津沽御侮

——天津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文物专

题展览日前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开展。

展览以真实文物、档案图片、文件、表格

等形式全面再现天津人民抗战的历史画卷，

内容涵盖新四军和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档案资

料、天津民间团体抗日救国的图片资料、抗日

宣传的档案资料等，近200余幅历史图片和近

百件珍贵文物穿插于展览之中。

据悉，“津沽御侮”展览的举办得到了天

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65件（套）抗战时期珍

贵文物首次在天津滨海新区展出，丰富了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展览的内容。（张俊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65件抗战珍贵文物首展

各种材质的珠串饰品

正成为当下年轻人手腕上

的风景，与前些年多数人玩

沉香、紫檀等当代珠串不

同，如今佩戴古珠饰品正成

为新时尚。尤其是那些在

十多年前不起眼的高古珠

子，现在动不动就能卖到上

千，品相好一些的都能上

万，而一颗顶级的红缟玛瑙

珠子更卖到了近50万元。

高古珠子的收藏为何

一下变得这么热？它有着

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爆

热的背后是否有炒作之嫌？

有拍卖公司高管表示，

虽然高古珠在他们的拍卖

里不会是一个专门的板块，

但作为杂项中一部分，每次

都会上拍，尤其是搭配一些

高古的绿松石、玛瑙等。

古珠在国外很早就属

于重要的一门收藏，近几年

随着佛教文化的兴起，再加

上商家的推动，国内也越来

越多人开始喜欢上古珠。

据悉，玩古珠的圈子也细分

成几种：有的人专门玩藏系

珠子，天珠的价格前几年就

被炒出了天价；有的人玩汉

代以前中原的高古珠子；还

有的人玩国外的珠子，如来

自古波斯、埃及、古罗马、非

洲 大陆等地的古珠子，一些

文明古国有珠子的历史比

中国还要长，所以出土数量

比中原多很多，能够满足中

国越来越多玩珠子的人的

需求。但行情涨得最厉害

的，要数中原的高古珠子。

当然，古珠子比较容易

造假：弄个土炉子埋一埋，再

熏一熏，用酸泡一下，看起来

就很古董了。 （刘丽琴）

高古珠陡成热点有猫腻

本报讯 著名书法家曹寿槐的又一新著

——《草根谭》，近日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并在北京、浙江、安徽、杭州、安吉、合肥、宣

城、广德等地陆续面世。

曹寿槐1930年12月生于安徽省广德

县，现为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民进

会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新近出版面世的《草根谭》，是曹寿

槐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下的数十年人生历程

中的感悟之言，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通

篇充满了一个85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对家事、

国事、天下事的静心思考。 （王海金）

著名书法家曹寿槐新著《草根谭》面世

高古六眼天珠项饰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西泠春拍中国历

代钱币专场，一组民国纸币从8000元低价起

拍，最终以132.25万元的高价成交。该项交

易不仅成为本场西泠钱币春拍标王，还大幅

度提升民国纸币在钱币界的身价。

据介绍，此次西泠钱币春拍标王共有31

枚民国纸币，数量不大，但枚枚精品，堪称民国

纸币之集大成者。其中最为珍稀的有仅见品

民国二年交通银行拾圆江苏通用银圆券、中国

银行黄帝像伍圆拾圆兑换券等精品。据资料

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种类最多的国

家，仅民国时期所发行的官方纸币就达3000

种以上。民国纸币的种类有军用票、关金券、

金圆券、银元券、铜圆券、法币、商业银行与特

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

等。 （欧志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