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让

本人在十五年前，有缘请得“康熙
年间”鎏金观音一尊，高1.1米，观音
面目慈祥，手托净水瓶，普度众生，背
后有篆书“大清康熙年制”官造方款。

现在本人年事已高，儿女无助，
为使国宝得到传承，想求有志之士
有实力的藏家，有缘之士接力传
承，价格优惠，有缘者先请，心不

诚者勿扰。湖南株洲藏者：
张培臣 13077035138

诚让古籍、旧书刊、报、小
古瓷、邮币、文革品、成版布票
及知青纸品、稀品挂历、条屏、
领袖及名人珍稀画册等藏品，
品真价廉，超低价处理。本人
重德守义，藏友至上。

来信可寄：重庆市南川区
香格里拉8251号，
卢光尧，短信或电话
13983300119。

欢迎广大藏友刊登交流信息

100字以内收费100元；超过
100字的，每字加收1元；标题每字2
元；连续刊登5次以上者，送1次，连
续刊登10次以上者，送3次。图片
每张收费150元（9-12cm2）。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虚
假、夸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邮编：361021
汇款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
源路27号《收藏快报》“交流信息”
栏目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转让黄埔军校梅县日伪

铜章；抗战瓷盒、铁盒等；倭印
民国地图、画报写真贴、照片二
本；望远镜、良民证、瓷杯壶瓶、
烟盒、裤带铜扣。五铢钱纹铜
盆、铜炮长一米，越南钱币
1453件，梁廷栋进士匾，高州
府粉彩盘，维多利亚女王像瓷
盒，乾道六年釉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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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亿元艺术资产纸上谈兵的尴尬
近期资本市场巨幅

震荡，让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将目光瞄向艺术品市

场。

有数据显示，国内艺

术品市场中有高达2万亿

元的艺术资产长期沉淀

无法激活，这就造成一个

尴尬的现状，尽管艺术品

投资市场庞大，但投资者

买入的艺术品如何再次

交易、流通却成为困扰。

除了拍卖行、典当行等民

间机构，银行等正规金融

机构为何没有盘活庞大

的艺术品市场？艺术品

质押融资手段作为除了

艺术品一二级市场外的

主要交易方式，究竟为什

么没有发挥其在交易市

场的重要位置？究竟金

融机构如何操作才能使

得艺术品质押融资方式

具有普遍性？

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
仅从艺术品拍卖市

场来看，古玩、字画等艺

术品的升值速度和潜力

毋庸置疑，以一幅齐白石

《花卉禽石》四条屏来看，

1996年北京瀚海拍卖公

司以77万元成交，而后在

2010年北京保利秋拍上，

则以4032万元成交，可以

说14年涨50倍以上。高

升值潜力的艺术品也吸

引了大量藏家的追捧，而

且近年来，拍卖场上也在

不断出现艺术品天价、创

纪录的交易。

在艺术品不断受追

捧的同时，却另有一种声

音称，“从流动性角度看，

艺术品投资可能是最糟

糕的投资，流动性甚至比

房地产或者邮票市场还

差”。这也指出艺术品市

场变现难的局面。

去年国内艺术品拍

卖成交额累计为307.6亿

元，但远远不能成为市场

上大量艺术品的交易流

通渠道。与2万亿元艺术

资产相比，拍卖市场的小

额流通量可谓微不足道。

而且拍卖行15%-25%的

佣金费用并不低，加上拍

卖回款的周期较长，拍卖

市场也更倾向于高精尖

的艺术藏品，相对而言大

众市场流通的艺术品就

只能选择典当行。

但却有数据显示，国

内近4000家典当行中，

从事艺术品典当业务的

只占 5‰，仅 20家。而

且，有知情人士表示，因

为艺术品的价格没有统

一的标准，以一件花30

万元买来的艺术品来看，

即使市场上的价格已经

到40万元，但是典当行

并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来

估价，最多抵押 15万

元。如此一来，投资艺术

品后的融资需求就只能

到处碰壁了。

实际上，除了拍卖

行、典当行等民间机构，

目前也有个别银行成功

开展了艺术品质押融资

业务，那既然有银行已经

涉足艺术品金融业务，而

且艺术品质押融资供需

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为何

其他银行没有普及呢？

评估难风险大成首要难题
与典当行相比，银行

开展艺术品质押融资业

务无论从渠道、品牌还是

公信力都更具有优势。

但是，银行的艺术品质押

融资业务也遇到多重制

约。

“鉴定、估价难，金融

机构的保障不足是造成

艺术品质押融资方式难

以发展的主要问题”，中

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

院长西沐认为，国内艺术

品市场无法建立诚信的

标准估价体系，艺术品质

押融资业务就难以开

展。而且对于银行而言，

艺术品作为商品，如果要

和金融机构打交道就需

要将商品资产化，资产化

在金融平台下才能成为

金融资产。“因为银行用

其金融资产是无法和非

金融化的艺术品相匹配

的，这也造成目前银行难

以介入艺术品的金融

中。”

但实际上，自2009年

推出第一笔书画艺术品

融资的潍坊银行在艺术

品质押融资领域已经成

为艺术品市场的领先者，

目前，潍坊银行的艺术品

金融业务已经拓展到北

京、上海、重庆等地，但是

在西沐看来，“潍坊银行

的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

能够做成常态，是因为找

到了一种机制，把艺术品

变成金融资产，使其风险

得到了控制”。

既然潍坊银行艺术

品质押融资的模式公开

了，那为什么其他金融机

构不能复制其模式呢？

一位银行工作人员

表示，“个别银行的成功

能被其他金融机构效仿，

就目前来看，其他商业银

行效仿潍坊银行的也不

多”。对此，西沐也表示

了同样看法，“做艺术品

质押融资需要专业人员、

运营人员的人力积累，以

及专家、业务的长期积

累，这对于其他习惯用利

差来快速获利的银行来

说显然有难度。而且，工

作业务链长就预示着风

险大，只有银行能够掌握

该环节，才能完成风控闭

环管理。此外，金融发展

面临艺术品市场混乱的

背景，对艺术品的认知还

存在求同存异的过程，银

行本身与艺术品市场环

境的协调发展也要对

接。”

推进艺术金融需战略联盟
随着互联网质押融

资平台P2P的出现，融资

渠道也变得多样化，业内

专家指出，尽管利用网络

平台进行投融资本身就

是一种创新，但是最大的

问题是没有综合性平台

的建设，没有基础和保障

的交易形式再创新也是

无根之树。

这也对银行的传统

业务提出了要求，艺术品

质押融资业务是一项没

有标准的全新另类业务，

无论是评估、鉴定，还是

风控，是一个产业链上的

不同环节，哪个方面有缺

口，业务的开展都会遇到

瓶颈。

潍坊银行最初开展

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也

是基于潍坊当地有相对

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尤其

是书画板块。在西沐看

来，“本地业务需求大，才

能开始找到业务突破点，

而且艺术品、专家等资源

条件选择相对便利”。

但实际上当艺术品

质押融资模式发展到一

定程度时，金融机构决策

层的意志会成为重要环

节，对其他附属的关联内

容或者是基础业务的要

求会越来越小。不再过

度依赖艺术品等资源的

话，对于其他没有艺术品

业务的银行也可以开展

艺术品质押融资业务。

对此，西沐指出了银

行发展艺术品金融业务

的方向，“艺术融资首先

要将艺术品资产化、金融

化做深做透，随着证券、

银行、保险、评估等机构

的不断加入，才能让融资

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建

立战略联盟的基础上，银

行也要健全相关方面的

风控管理体系。此外，关

于艺术品质押融资的基

础工作如艺术品指数、评

估体系、立法等也要完

善。

实际上，2010年发布

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

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

导意见》就旨在引领更多

金融资源投入到文化产

业的振兴发展之中。该

意见曾表明如何建立金

融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连

接机制，实现金融资本与

文化资本的相互转化和

融合发展，成为保护和弘

扬传统艺术、助推文化产

业振兴发展的关键。而

且，去年3月，中国人民银

行、文化部、财政部在召

开的全国文化金融合作

会议上，发布了《关于深

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

意见》，并明确提出了将

探索创建文化金融合作

试验区。

政策形势的利好也

是促进产业大发展的好

机遇，除了与画廊、拍卖

行、典当行等艺术品机构

合作，金融机构也要不断

拓宽鉴定评估、金融指数

等艺术品产业链上的各

个环节。今年2月，紫砂

壶就实现了在多家银行

可以质押融资的交易方

式，未来随着收藏、交易、

金融、保险等机构的合

作，艺术品质押融资的发

展也会越来越成熟。

（卢扬 陈丽君）

齐白石《花卉禽石》四条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