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税”能否化解艺术品行业痛点
7月1日，国务院下调艺术

品进口关税的政策正式生效。

此次关税下调是历年来下调力

度最大的一次，得到业内人士

的普遍认可。长期以来，关税

问题都是困扰艺术市场发展的

一道障碍，呼吁“减税”的声音

也从未停歇。那么，这一利好

政策的最终落地，能否破除艺

术品行业痛点呢？

关税下调 史上最大力度
随着全球艺术交易市场的

大幅扩容，艺术品进出关变得日

益频繁，关税问题也逐步显现。

日前，根据国务院第10次常务

会议决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印发《关于降低日用消费品进

口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

〔2018〕4号）》，其中对第97章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按最惠

国税率一半以上降税。这是自

2011年以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第三次下调文物艺术品关

税，而且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秘书长

兼艺委会主任李卫东认为，“此

次关税的再次下调，幅度较大，

范围较广，主要的绘画和雕塑

门类直接降至1%，这也体现了

财政有关部门对文化发展的重

视与扶持”。

嘉德投资董事总裁兼

CEO、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

勤表示，“从宏观上来讲，国家

层面在积极地支持海外文物艺

术品回流，但以前的税收等政

策与大的趋势是不太符合的。

在目前这一时期，政府有关部

门能够下这么大决心来下调关

税，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

是，在面对国际市场的一些变

化的时候，需要对关税做一个

整体的调整”。

六年3次 源自多方努力
文物艺术品关税六年内3

次下调，一方面是政府层面对文

物艺术品进口相关税收问题的

关注。另一方面，那就是来自行

业和协会的不断呼吁。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

秘书长余锦生表示，“七年来，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多次向财

政、文化、文物、商务等有关部

门反映，还商请相关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全国两会提

出建议，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

充分考虑我国文物流散的背景

和文物艺术品作为文化遗产本

身的特性，予以回流文物艺术

品相关税收的减免。在此期

间，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还受国

家文物局委托，对全球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文物艺术品进境税

收开展调研”。

寇勤表示，“基于社会各个

层面的呼吁，大家一直在寻求出

路，政府有关部门，尤其财政部牵

头做了很多调研，他们也来到嘉

德现场考察、开会讨论，我觉得这

次调整基本达到大家的预期。

除此之外，希望在其他方面也能

够加快步伐”。

在余锦生看来，主管部门

先后多次考察调研，为此轮关

税调整提供了很多参考依据。

“此次关税下调，无论对于一级

市场、二级市场，还是正处于热

潮中的艺术博览会，无疑都是

增强市场信心的利好政策，可

以实实在在减少交易环节的成

本，对于今后艺术市场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更进一步推动

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交易。”

增值税 下一个突破口
近年来海外文物回流持续

升温，不少国内藏家热衷于海

外竞拍，但文物回流之路并不

顺畅。随着关税下调的政策施

行，藏家的竞拍成本将进一步

降低。对于业界而言，关税下

调的确是一种莫大鼓舞。

然而，三次税收下调均为

进口关税，但16%的进口增值

税仍未调整，这也是目前艺术

品进口税收中最大的组成部

分。“目前关税方面可以说基本

解决高税率问题，但《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

定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依然是市

场发展和行业经营的压力所

在。”李卫东说道。

其实，从进口关税的多次

下调，能够看出主管部门对艺

术市场的扶持和态度，进口环

节增值税的调整还需要进一步

调研商榷。就这一问题，中拍

协在近日召开的拍卖增值税工

作会议中，主要分析了“营改

增”后税务部门对各类拍卖标

的增值税的征收方式及存在问

题，厘清了进口环节增值税与

国内增值税的关系及拍卖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了下一

步税收协调工作的要点和路

径。

李卫东表示，中拍协接下

来将在商务部、文化部、国家文

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抓住未

来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修订的机会，向财

政部门提交一套既有利于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又有利于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此，寇勤也给出了他的

观点，“只有符合国际贸易的准

则，或者说有一个公平法则的

话，才能让市场健康发展。相

信有关机构还会继续开会讨论

关于艺术品相关税费的问题，

希望能够逐步推进落实。政府

部门也在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

征求意见，这对于行业发展来

讲，都是值得期待的变化”。

（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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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南著名画家

端木礼海“九十画展”，日前

亮相马鞍山市文化馆展览

馆。

今年是画家端木礼海故

乡——“安徽历史文化名城”

和县为其设立的“端木草堂”

成立开放十周年，又恰逢端

木礼海与其老伴汤彩云女士

双双九十寿辰。为庆贺双

喜，中共和县县委、和县人民

政府与马鞍山市文旅委共同

主办了此次展览。据了解，展

览共展出端木礼海八十幅作

品。这些作品是端木老画家

各个时期所创作的梅花代表

作。其中有两幅巨作丈六

《梅花图》，还有当年与著名

画家田原合作的十米长手

卷，以及与林散之、萧娴、欧

阳中石等名家合作之作。

端木礼海享有“江南一

枝梅”“江南画梅圣手”之美

誉，号梦梅，1930年出生于

“安徽历史文化名城”和县。

他自幼受艺术家庭熏陶，得益

于草圣林散之大师教诲，一生

爱梅画梅，颇有画梅造诣。其《墨

梅》《红梅》画作饮誉大江南北，为国

内外众多收藏家所青睐。（王海金）

端木礼海《梅花图》

苏富比拍卖行在2018春季纽
约亚洲艺术周上，推出的一尊东魏
兴和三年黄花石雕佛七尊像，以
13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47.2
万元）成交

网售特价熊猫金银币靠谱吗？专家：多是镀银工艺品
近日，有多位读者表示，

在网上或朋友圈看到一些发

售熊猫纪念币的宣传，从图片

看很逼真，但价格却比官方途

径低很多，不知是否靠谱。对

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现象：微信公众号叫卖1
公斤银币1780元

资深金银币藏家赵先生

（化名）日前向记者提供了在

微信上发现的一个售卖熊猫

银币的公众号。公众号里介

绍了央行发行熊猫纪念币的

基本情况，还打出了一张“热

烈庆祝2018年1公斤熊猫银

币震撼首发”的海报。

这个公众号提供的“产品

实拍”图案，无论正反面，乍一

看都跟官方发布的熊猫纪念

币几乎一样，但很快就能发现

明显不同。央行发行的熊猫

纪念币（图1）背面熊猫食竹

图上方印有克数和成色，下方

印有300元字样的面额。而

海报（图2）里的“银币”上就

没有面额，将“1000克”和代

表成色的“Ag.999”印在熊猫

下方。这个公众号还宣称藏

品名称为“2018中国熊猫币1

公斤银币”，铸造单位是“上海

造币有限公司”，成色99.9%，

发行数量5000枚。升值空间

巨大，每人限购3套。事实

上，官方的一公斤熊猫银币发

行量为2万枚。

公众号的这篇文章，很多

说法都比较模糊，引导大家认

为这就是官方发行的熊猫

币。记者点击文章中的二维

码进入所谓“官方订购通道”，

能看到这枚“银币”的价格是

1780元。该公众号还实时滚

动发布客户订购信息，显示来

自全国各地的客户都在订购

这款产品。

对此，记者联系了熊猫纪

念币在北京的两家特许零售

商——北京人银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和北京方泉斋集币服

务部。两家公司工作人员均

在电话中表示，2018版1公斤

熊猫银币销售价格为6200

元。当听记者说“网上有卖得

很便宜的”时，对方均表示，官

方授权点的价格即使不完全

一样，也都差不太多，遇到太

便宜的，一定要小心是假货。

业内：不标币值的“假币”
多是镀银工艺品
“其实一听价格，就知道

这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是银

的。”有多年纪念币收藏经验

的赵先生还没看那个公众号

的内容，单凭1780元的报价，

就下了这个结论。

赵先生说，现在的基础银

价大约3.65元一克，如果真的

是999的纯银，光原材料成本

就得3650元，这还没算任何

设计、加工、销售等费用。“卖

家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吧？”

赵先生还告诉记者，以前

也听说有人在网上买到假熊

猫币的事，记得最低的一个1

公斤“银币”才999元，收到货

后发现除了外面镀了层银，里

面都是不值钱的金属，其实就

是个镀银的工艺品。

赵先生指出，这么多年

来，各种熊猫假币（章）层出不

穷，虽然官方反假打击力度很

大，但总有人铤而走险。最大

的原因可能就是造假币的利

润实在太大，贩假者只需花费

数十元就可以轻易买到与正

品熊猫币外观类似的工艺品。

记者日前搜索“熊猫币”，

就在某批发网站发现了600

多条相关产品供货信息，其中

有不少与2018版熊猫纪念币

图案十分相似，生产厂家基本

都是县级工艺品厂。

比如，某个厂家直接打出

“厂家直销2018年熊猫纪念

币银币纪念章 1公斤装保险

工艺品家居摆件”的广告，报

价为：1—49套65元，50—99

套63元，超过100套只要58

元。产品材料是锌铝合金镀

银，产品包装齐全，包括纪念

章、证书和纸盒。当然包装盒

上印的只是“熊猫纪念章”。

其他厂家同规格产品的报价

基本也在60元左右。

赵先生给记者算了笔账，

“如果进价60元，卖价1780

元，翻了差不多30倍，就算只

卖 1000元，利润率也近乎

1600%。难怪很多不法分子

想尽办法卖假币。不过，那些

买假币的老百姓就吃了大

亏。”

赵先生认为，大家买纪念

币时，要特别注意识别一些虚

假宣传的套路。

提示
投资贵金属纪念币应选

正规渠道
此前，针对市场上一些销

售假冒央行纪念币的骗局，央

行曾专门提示广大消费者，收

藏、投资贵金属纪念币应通过

中国金币总公司分支机构及

其特许零售商等正规渠道购

买，不要轻信不实广告的升值

分析及前景预测，以免上当受

骗。 （程婕）

官方正品1公斤熊猫银币正背面

某微信公众号售卖“熊猫币”的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