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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线上拍卖：走向增长的市场
曾经市场占比甚微的线上

拍卖业务现今正变得成熟。在

2014年，TEFAF公布的全球艺

术市场报告曾经显示，尽管销

售不断上升，但所有的主要线

上艺术销售平台都还未开始盈

利。然而伴随着佳士得2016年

上半年业绩报告中线上销售成

为亮点、两大全球线上艺术品

拍卖平台Auctionata和Paddle8

宣布合并的新闻，线上艺术品

销售平台已经成为艺术品拍卖

当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似乎扭

转了过去电商业绩平平的境

遇。尽管如此，新兴的二级市

场销售平台ArtList在7月停止

运营，也为在这片乐观的前景

增添了一丝不安。

线上拍卖走向成熟
7月20日，佳士得公布了

201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数个

方面的供给量和成交额都出现

下滑，然而与此不同的景象是

佳士得的网络平台电子业务在

2016年上半年增长 96%，自

2015年同期的990万英镑（8667

万元人民币）增长至2016年的

1940万英镑（1.7亿 元 人民

币）。与此同时，参与网上专拍

的买家数量增长60%，首次参

与佳士得拍卖便选择网上专拍

的新买家人数增长26%（2015

年上半年为16%）。所有通过

网络渠道（包括在线参与现场

竞拍及网上专拍）实现的拍卖

额总计1亿美元（6.6亿元人民

币）。佳士得首席执行官白碧

珊（PatriciaBarbizet）表示：“佳

士得还持续进一步强化我们的

电子平台，使得更多人享受更

便捷的方式与艺术世界互联。”

不同于佳士得努力建设属

于自己的网络拍卖平台，今年5

月苏富比拍卖行与eBay的合作

进行了两场线上拍卖，其中包

含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
casso）、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萨尔瓦多�达利（Sal-
vadorDalí）画作。苏富比与

eBay的合作开始于2014年7月，

目的是将市场扩展到一批更年

轻的中小型收藏商。而eBay的

大量用户群也对苏富比的这一

目标提供支持：在2016年，其活

跃用户已经达到1.62亿人次，

比起去年同期增长了4%。

“我们以前的尝试是以艺

术经销商之间的网络作为来

源，”一位苏富比的发言人在评

论与eBay的合作时说，“新的合

作将以我们的现有拍卖作为开

端——那些我们为纽约拍卖已

经开始搜罗的商品。”在苏富比

的线上拍卖中，多数拍品定价

都在2.5万美元以下，以迎接那

些第一次参与的买家。

电商泡沫还是未来新贵
尽管今年关于线上拍卖多

有喜讯，小型电商的退出揭示

出这一行业仍然具有不确定

性。由3位法国青年创建于

2015年1月的匿名销售服务平

台ArtList已经于今年7月停止

运营。一家英国的艺术品鉴赏

公司原定将于今年六月的巴塞

尔艺术展上签约收购这家纽约

创业公司，却在签约那天出现

了问题。加上之前的经营并不

算良好，这家曾经被法国媒体

认为代表了未来艺术销售趋势

的电商就此被迫关闭。

该公司三位联合创始人分

别是公司CEO、Google前产品市

场经理和销售主管，以及设计

师。他们不愿透露那家英国艺

术品鉴赏公司的具体名字，但

该公司向ArtList承诺将带来庞

大的藏家数据库和已有的收藏

方面专家，而ArtList则将为此

提供一个二级市场交易平台。

然而，这家英国的公司并不像

承诺的那样迅速和高效，ArtList

却为了支付协商所需的律师费

几乎耗尽了所有资金。尽管与

英国公司合作的破局是导致

ArtList最终停止运营的决定性

因素，但他同时也透露网站的

运行“并不尽如人意”，他们距

离实现盈利还有很长时间。

（据新浪收藏）

本报讯“法老�王——古埃及文明
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特展于8月10

日在南京博物院揭开帷幕，其中展出的

汉代文物部分，江都王陵出土的珍贵文

物是主角，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还精选

了馆藏的汉代文物参展，扬州博物馆也

有6件扬州地区出土的汉代珍品赴南博

助阵。同时，还有来自加拿大皇家安大

略博物馆的150件古埃及文物。这是埃

及木乃伊首次在江苏展出，是一次高端

的展览。

埃及文明展品之一的彩绘镀金木乃

伊面罩（图1）代表着古埃及人的宗教信

仰，表达死者希望能成功进入来世的希

望。这件面罩的面部鎏金，前额刘海呈

卷曲状，头发饰有彩绘，颜料有轻微斑

驳，顶部灰泥剥落。头戴的假发套形如

秃鹫女神张开翅膀覆盖在头部，从脸颊

左右两边垂至胸前，上面分别画着伊西

丝和奈芙蒂斯跪在金圣书上，各自对着

面前一具小木乃伊哀悼；再往下分别画

着3位坐着的圣人。面罩背部绘有红色

钩边的发带，发带的两端各自延伸出一

条蛇，象征瓦吉特女神。发带下面绘着

一具站立着的木乃伊。

国内文物有错银铜牛灯（图2）。上

世纪80年代初在邗江发现的广陵王刘荆

墓中出土的错银铜牛灯，非常精美，也是

南博的镇馆之宝之一，由灯座、灯盏、烟

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座是一俯首站立、

双角上耸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

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

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

中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纹，起到散热、

挡风和调光的作用。当灯火点燃时，所

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

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

新。为何是牛的造型，专家认为，牛是古

时农耕的好帮手，吃苦耐劳，任劳任怨，

有吉祥丰收之意，表现出古人对美好生

活的留恋。 （陶敏）

南博法老�王特展：古埃及文明邂逅汉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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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邮

币卡市场行情并不乐

观，南京文交所大盘

“一片红”仅仅保持了

一天，其复牌藏品《二

轮梅银蛇》也出现了全

天零成交的现象，而近

期也有部分文交所的

藏品出现零成交的现

象，藏品的流动性对于

市场而言十分重要，不

管交易藏品是涨还是

跌，有买进跟卖出，才

能算是一个有效的可

持续发展的市场。

江苏文交所日前

发布公告，针对当日零

成交的藏品《北京民居

8分》和《CNT61澳门回

归》停牌一周的处理，

江苏文交所之前也发

过多次关于对藏品零

成交的公告，处理方式

也是千篇一律，对其藏

品进行停牌处理。

面对如今邮币卡

市场的行情，文交所数

量的爆发性增长，文交

所之间的竞争在所难

免，再加上经历之前的

中港、海西事件，南京

文交所信誉危机后，投

资者信心受挫，对于邮币卡行业

投资的热度也有所减少，对文交

所及其投资藏品的选择也谨慎

很多，对于那些活跃度低，前景

不太看好的个票，大多数投资者

还是望而却步的。

众所周知，活跃度跟流动性

对于市场的重要性，藏品没有交

易就没有收益。交易所在面对

零成交藏品的处理方式上还是

大同小异地选择对藏品进行停

牌或是发布风险提示，治标不治

本。很多投资者可能会问，那种

没有成交量的藏品或是争议过

大的藏品，为什么交易所还留着

它们，不对其进行退市处理，这

主要是因为邮币卡行业退市机

制有待完善，至今还没有文交所

单单因为藏品活跃度低，没有成

交量就对其进行退市处理的情

况，藏品的退市可能也没有想象

中的好操作。 （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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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里约奥运会已开

幕，奥运类的邮票、钱币等藏

品又火了起来。一些奥运藏

品在沉寂许久后，身价又开始

上涨。不过，一些“李鬼”藏品

也出现了，专家提醒，像购买

钱币类的奥运藏品，不仅需要

分辨“币”和“章”，更需要警惕

非正规机构发行的无太大价

值的藏品。

奥运题材邮币火起来
巴西里约奥运的开幕，让

不少市民希望能收藏一些与

奥运会相关的藏品。记者从

多家钱币销售商处了解到，与

里约奥运会相关的纪念币最

为热销。业内人士介绍，巴西

专门为里约奥运会发行了4

套合计16枚的普通纪念币，

该套纪念币是双色双金属普

通纪念币，在中国区域发行

30万套，数量较2008年北京

奥运会有明显的减少。虽然

全套价格在1592元，但收藏

爱好者仍在热情追逐中。目

前，邮币市场虽还在歇夏期，

但奥运题材的品种全面畅销，

像里约奥运普通纪念币每天

能卖出超过20套，成为眼下

最热门的品种。

而里约奥运藏品的热销，

也带火了北京奥运的相关藏

品。自2008年北京奥运成功举

行后，北京奥运会发行的普通

纪念币整体走势平稳，三组合

计价格在140元左右。如今随

着里约奥运临近，价格已经涨

到了160元之上，较前期已有

了20%的涨幅。此外，一些运

动题材的纪念币，如六运会、亚

运会也有一定的涨幅。其中，

六运会涨幅达到了30%，从原

先的400多元上涨到了520

元。另外，北京奥运会发行的

10元奥运钞从今年5月底就

一直保持上涨，从3600多元

上涨到目前的4300多元。

小心“李鬼”缠身
与奥运相关的藏品，最近

不愁销，但一些市民因缺乏收

藏知识，被各类机构发行的“花

纸头”或普通纪念章蒙骗了。

“想投资奥运币的人不

少，却有不少人被蒙骗了。”南

京一名钱币商透露，最近有一

位长者拿来6册关于奥运会

的纪念章，每册价格800元，

却被告知这四册纪念章并不

是什么纯金，而只是外面镀了

一层薄金，本身价值并不高，

收藏价值也并不高，预计只值

100元不到，当听到我们的估

价时，这位长者差点气晕过

去。该位钱币商表示，一些看

似正品的里约奥运币，价格不

到正品原价的1/3，很多人以

为捡了个大便宜，但实际购买

的钱币存在问题。

投资奥运藏品有三看
业内人士称，每届奥运会

举办城市、银行、邮政都会发

行一些钱币邮票收藏品，但并

非所有的藏品都值得收藏。

投资相关藏品有三看，一是看

是否是主办国的官方藏品。

虽然在每届奥运会很多造币

公司也会发行藏品，但非主办

国的藏品价值会大打折扣。

第二，市民收藏需要严格区别

币和章，没有面值的藏品属于

纪念章范畴，这类藏品升值空

间较有限。一些机构会发行金

银邮票，这类衍生藏品价值通

常并不会太高，作为收藏者一

定要谨慎甄别。第三，在选择

一款官方藏品后，还应该做一

些筛选，尽量选择发行量小、

设计精美的钱币。（黄阳阳）

奥运会驾到 奥运藏品跟着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