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业务规定  

网上专场拍卖：拍卖和直购价购买  

请在作出任何拍卖品竞投出价或以直购价购买前，仔细阅读本业务规定和拍卖详情。  

业务规定、拍卖详情、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列明佳士得出售拍卖品所适用的条款。  辨理竞投

登记和/或在拍卖会中竞投或以直购价购买即表示您同意接受这些条款，这些条款和条件将对您具契約约

束力。   有关条款和条件同时列明了佳士得和拍卖品卖方（如适用）的某些限制和免责条款。  除佳士得

为拍卖品所有人（以标示）的情况外，佳士得均为卖方的代理人。 

请确保在作出竞投前您已了解可能适用于您的竞投价或直购价价格的所有手续费、费用和税费。  有关金

额将取决于购买时拍卖品所处的地点。 

AA 本业务规定——对您具有约束力 

1. 本业务规定列明了位于香港中环遮打道 18号历山大厦 22楼的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在业务规定中

称为「佳士得」、「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自己」）及卖方出售拍卖品的条款。 

2. 业务规定以粗体显示标注的词汇含义请见业务规定第 I 段词汇表。 

3. 辨理登记和/或在拍卖会中竞投，或您（业务规定中称为「买方」和「您的」）以直购价购买拍卖

品，即表示您同意业务规定和拍卖详情对您具契約约束力。 

BB 卖方  

1. 卖方指拍卖会或直购价销售时段结束时拥有拍卖品的一方。  若拍卖品为佳士得所有，我们即为卖

方（以标示）。  若拍卖品为第三方所有，该拥有拍卖品的第三方即为卖方，且可能不会披露身

份。 

2. 当卖方为第三方时，佳士得将作为卖方的代理人销售该拍卖品。  即佳士得为第三方卖方提供服

务，协助他们销售他们的拍卖品，并代表第三方卖方就拍卖品销售签订合同。 

3. 当佳士得作为第三方卖方代理人时，经成功竞得拍卖品或以直购价购买拍卖品形成的销售协议，

协议将直接订立于您和第三方卖方之间，而不是您和佳士得之间。  但即使佳士得仅代表第三方卖

方进行拍卖，佳士得仍对您直接作出某些承诺。这些将在业务规定中作进一步说明。 

A. 拍卖之前  

1. 拍卖品描述 

（a） 拍卖详情中用以描述拍卖品的某些词汇带有特殊含义。  详情请见业务规定第 L段「重要通知及目

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拍卖详情内标示的注释，请见拍卖详情第 J 段「增值税符号、说明和退款」

和第 K 段 「符号」。 



（b） 本公司对任何拍卖品的描述、拍卖品状况报告及其他陈述（不论口头或书面），包括拍卖品的性质

或其状况、艺术家、时期、材料、概略尺寸或来源均属我们意见之表述，而不应被作为事实之陈

述。  我们不会如专业历史学家及学者般作深入研究。所有的尺寸及重量仅为概略值。 

2. 佳士得对拍卖品描述的责任 

我们不对拍卖品的属性提供任何保证，但第 A7（c）、E2（a）（如适用）和 E2（d）段下所列的真

品保证及第 H1 段另有约定的除外。 

3. 状况  

（a） 拍卖品的状况可因年代、先前损坏、修复、修理及损耗等因素而差异甚大。  其属性让其几乎不可

能处于完美的状况。  拍卖品按照其在拍卖之时的状况以「现状」出售，不附带佳士得或卖方的任

何陈述或保证或对其状况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b） 在「拍卖详情」或状况报告中提及的状况不代表对状况的完整描述，图片亦可能不足以清晰地展

示拍卖品的状况。  屏幕上显示的拍卖品色彩和明暗度可能与实体检查时所见的不同。  状况报告可

协助您评估拍卖品的状况。  状况报告为便利买方免费提供且仅具指引作用。  状况报告提供了我们

的意见，但基于我们的雇员不是专业修复者或维护人员， 可能未提及所有的缺陷、内在瑕疵、修

复、修改及调整。  有见及此，他们不能替代您自行寻求的专业意见。  您有责任确保自己已索取、

收悉及考虑过任何状况报告。 

4. 估价  

估价是基于拍卖品的状况、稀有程度、质量、来源及类似物品的近期拍卖价格决定。  估价可能会

变动。  您或任何其他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单凭估价作为拍卖品实际售价的预测或保证。  估价

不包括买方酬金或任何适用的税费或艺术家转售权。 

5. 珠宝  

（a） 有色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和绿宝石）可能经过处理以改良外观，包括加热及上油等方法。这

些方法是都被国际珠宝行业认可，但经处理的宝石硬度可能会降低及/或在日后需要特殊的保养。 

（b） 所有类型的宝石均可能经过某些改良处理。  您可以在拍卖日之前至少提前三周就没有报告的拍卖

品向我们索取宝石鉴定报告，报告的费用由您支付。 

（c） 我们不会为拍卖会上每件宝石索取鉴定报告。若我们有从国际认可的宝石鉴定实验室取得鉴定报

告，我们会在拍卖详情中提及。  美国宝石鉴定实验室发出的鉴定报告会描述对宝石的改良或处

理。  欧洲宝石鉴定实验室的报告仅在我们要求的时候，才会提及对宝石的改良及处理，但该报告

会确认该宝石没有被改良或处理。  因各实验室使用方法和技术的差异，对某宝石是否处理过、处

理的程度或处理是否为永久性， 都可能持不同意见。  宝石鉴定实验室仅对报告作出日之前实验室

所知悉的改进及处理进行报告。 



（d） 就珠宝拍卖而言，估价是以宝石鉴定报告中的信息为基础，如果没有报告，您可以假设宝石可能

经处理或改良。 

6. 钟表  

（a） 几乎所有钟表都在使用期内修理过，且可能含有非原装零件。我们不能保证任何钟表的任何个别

零部件都是原装。  被陈述为「关联」字样的表带不是原装表的部分，可能不是真品。  拍卖的钟可

能跟随没有钟摆、钟锤或钥匙出售。 

（b） 收藏家等级的钟表经常有非常精细复杂的机械构造，可能需要一般保养服务、更换电池或进一步

的修理工作，而这些都由买方负责。  我们不保证每一只钟表都是在良好运作状态。  除非拍卖详情

中有提及，我们不提供证书。 

（c） 大多数的手表都被打开过查看机芯的型号和质量。  因此，带有防水功能的手表可能不能防水，使

用之前我们建议您让专业钟表师先检验。 

手表及表带的拍卖及运送方面的重要信息，请见第 G5(g)段。 

7. 名酒  

（a） 名酒只能向超过拍卖详情中规定年龄的人群出售和送达。  通过登记竞投，您确认自己已达规定年

龄。  送达或运送给您或您代理人的名酒必须由已达规定年龄的成年人签收。  若由于您未能提供确

凿的年龄证明、有效的送货地址（包括但不限于邮政信箱）或没有收货人签收而使拍卖品运回给

卖方/佳士得的，您应负责支付运费。 

（b） 名酒运送限制。  买方应注意各个国家和州对不同国家和州之间名酒进口的限制规定。不同司法管

辖区可能会限制名酒进口或限制运至其司法管辖区的名酒数量。另外，不同司法管辖区可能要求

买方、卖方、托运人或其他实体在运送名酒前持有某些执照或许可。买方应在竞投前自行负责确

认名酒是否可以从任一州或司法管辖区运出或运至任一州或司法管辖区，以及在装运前应代表买

方获得的必要许可或执照的法律义务或责任。买方有责任遵守任何海关规定，并履行国际运输中

的报关义务。卖方和佳士得不对买方从任一司法管辖区运输或将名酒运至任一司法管辖区的法定

权利做任何声明。 

（c） 关于名酒的真品保证。尽管业务规定中有其他规定，若： 

（i） 在拍卖日期的二十一日内，佳士得收到买方对任何拍卖品的书面通知，在竞投当日买方观

察到拍卖品的水位不足或有自然耗损或目录中任何意见的声明并未有良好事实基础； 

（ii） 在收到有关通知的十四日内，佳士得拥有之拍卖品和竞投当日的状况相同；及 

（iii） 在期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买方令佳士得确信有关拍卖品如上述买方的书面通知的情况，

而买方能够在无任何留置权及妨碍下转让有关拍卖品的拥有权，佳士得将会撤销买卖并向



买方退还买方支付有关拍卖品的所有款项。如出现以下情况，买方将无本条款所载之权

利： 

I. 该损毁已在拍卖详情中提及；或 

II. 拍卖详情自竞投当日拍卖详情的说明已符合学者或专家作出之一般被接纳的意见，或

该说明已公正地显示有关意见会有分歧；或 

III. 只可能在拍卖印行前仍通常不被接纳采用的科学程序之方法，或采用在竞投当日是不

合理的昂贵或不可行的程序之方法、或可能损毁拍卖品的方法，才可证实拍卖品当时

的情况。（请参阅业务规定第 L 段 <<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中自然损耗和

酒塞的说明）； 

您不可根据此真品保证索偿高于就该拍卖品所支付的金额，也不得就任何其直接或间接遭受之费

用作出索偿。此项真品保证之利益不得转让，由拍卖品出售时佳士得向其发出原有提货单之买方

全权及绝对拥有，买方于出售后一直维持拥有权，买方的拥有权从来未曾中断或被用作抵押或担

保用途。 

（d） 在列出名酒待售时，尽管我们已在拍卖品描述中尽可能确定内容正确，陈年名酒买家必须对自然

程度的损耗、酒箱状况、标签、酒塞及名酒的差异作适当的包容。 二十（20）年以上的酒塞开始

失去弹性，等级可能在图录制定后及拍卖发生前出现变化。众所周知旧酒塞容易在运输过程中或

之后失效。因此我们重复说明陈年名酒一直存在酒塞失效的可能性，买方应必须对此给予适当的

包容。除上文第 A7（c）段所提到的情况外，交货后要求退货或进行价格或信用额度的调整在任何

其他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 

（e） 拍卖详情可能有适用于具体名酒拍卖的特殊业务规定。 

B. 登记竞投 

1. 登记  

（a） 若您此前未竞投过或委托 MyChristie’s 销售且没有一个 MyChristie’s 账户，您需要按照

http://onlineonly.christies.com 上的说明创建一个 MyChristie’s 账户，并提供所需信息和/或填写任

何必要的表格。若预在网上专场拍卖登记及竞投，您必须年满 18 岁或以上。就某些其他的网上专

场拍卖，我们可能要求您满足不同的最低年龄要求。如您现有 MyChristie’s 账户，您可使用当前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专场拍卖，然后登记拍卖（若您有多个账户，需要选择您想要交易的账

户）。 

（b） 如果您是在过去两年中没有从我们的拍卖会成功投得拍卖品再次参与竞投的客人，或者您本次拟

出价金额高于过往，我们可能会自行决定要求您提供更新信息。如有疑问，请联系佳士得客服。 

（c） 您需要给我们足够时间对您的登记进行处理和审核。我们可以自行决定拒绝允许您登记成为竞投

人。 

http://onlineonly.christies.com/


（d） 佳士得仅会将拍卖品运送至您在网上专场拍卖登记竞投时确认的登记地址。 

2. 未能提供正确文件 

如果我们认为，您未能满足我们对竞投者身份识别和登记手续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及满足

本公司可能要求进行的所有反洗黑钱和/或反恐怖主义财政审查，我们可能会不允许您登记竞投或

不允许您参与拍卖；如果您成功投得拍卖品，我们可能撤销您和卖方之间的买卖合约。 

3. 个人/代表公司登记 

（a） 作为个人或代表实体登记竞投时，除非在拍卖开始前已与佳士得书面明确约定竞投人是佳士得可

以接受的第三方代理人，且佳士得仅会要求委托人付款的情况以外，在出价时，您接受支付购买

款项（定义见下文第 F（1）（b）段）的个人责任。为完成竞投登记，您需要提供所需信息，包括

您本人有效的借记卡或信用卡或其他可被接受的付款信息。 

（b） 如果作为某实体的授权用户并以实体的佳士得交易账户进行竞投，您必须在拍卖登记时选择合适

的账户。如果您还没有 MyChristie’s 账户，您需要事先创建一个账户；同样地，如果实体没有佳

士得交易账户，应事先创建一个。在任一种情形下，佳士得可能需要您的实体提供具体文件或满

足如下所列某些资质。请联系佳士得客服建立 MyChristie’s 账户或实体交易账户。 

（c） 佳士得将要求您或，如果您根据第B3（b）段规定代表公司登记竞投的情况下，您的公司提供以下

类型的信息和/或文件：登记确认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注册证书或成立证书或良好存续证书）；

受益所有权确认书（例如股东列表、组织章程或经营协议）；登记地址确认书（例如公用事业费账

单、银行对账单或，如果登记地址未列入公司文件的情况下，最近的邮政信封）；以及有效的、政

府颁发的账户所有人的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驾照、护照或居民身份证）。 

（d） 佳士得也会要求提供银行或其他财务参考资料或要求您满足特定条件。佳士得也可能要求您向佳

士得支付已作竞投金额部分的金额作为保证金。在此情况下，如果您不是成功竞投人，保证金将

立即返还给您。如果您是成功竞投人，该笔保证金将会用于抵消相应部分的购买款项。 

（e） 作为成功竞投人，如果您登记为公司竞投人，您公司将需要通过公司的信用卡，而非通过个人账

户，支付购买款项。 

4. 信贷限额 

基于拍卖所适用的币种，每一位竞投人具有一个总竞投限额，且您应就此在登记网上专场拍卖时

收到相关通知。该竞投限额将适用于网上专场拍卖的所有拍品，以及您竞投的所有拍卖品总额，

而非单件拍卖品。相关竞投限额适用于您竞投的最高竞投额而非被实际接受的竞投额。佳士得可

自行决定降低或撤销该限额，且可以联系您要求提供与该限额有关的文件或信息。一件拍卖品的

最大竞投限额将被从总竞投限额中扣减且在一件拍卖品竞投结束前，竞投限额不会被重置。如果

您所作的竞投（无论是最高竞投额或实际竞投金额）已达到总竞投限额，您将不能对这些拍卖品

或其他拍卖品进行竞投。您可以调整（例如删除、降低或增加）一件拍卖品的最高竞投额，只要



该拍卖品已被接受的竞投额尚未达到或超过最高竞投额。如果您想超出竞投限额竞投或如果您对

竞投限额存在问题，请联系佳士得客服。 

C. 拍卖进行中 

1. 连接和技术问题 

（a） 超出我们合理控制范围的宽频或其他网络限制、公司防火墙和其他技术问题可能会给某些用户造

成一些不变，包括（但不限于）连接拍卖网页以及维持该链接等方面的问题。 

（b） 佳士得对于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执行竞投过程中遭遇的错误或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包括但不

限于由以下原因引起的错误或故障：（i）不能连接佳士得或您的网上专场拍卖端；（ii）在线竞投

软件故障或问题；以及/或（iii）网络连接、电脑、移动设备或系统故障的问题。通过在线或移动

网络执行竞投是一项免费服务，为此，对于您或我们不能访问竞投网站或执行在线或移动网络竞

投或与此项活动有关的错误或遗漏，佳士得不承担责任。另外，对于数字图像质量可能出现的错

误，我们不承担责任。 

2. 佳士得对竞投/购买的自由裁量权   

（a） 佳士得对如下权利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i）拒绝您的竞投登记；（ii）拒绝、撤销或不接受任何

竞投或对直购价的使用（即便上述方式曾被接受）；（iii） 撤回或拆分某一拍卖品或合并两个或多

个拍卖品；（iv）无论是在拍卖过程中或拍卖结束后，即便竞投已经结束，重新开始或继续竞投；

（v）以固定价格将拍卖品作为新的直购价拍卖品重新出售；或（vi）在出现错误或争议（无论是

在拍卖过程中或是拍卖结束后），继续竞投、确定成功竞拍者、取消拍卖品的销售、或重新出售或

拍卖任何拍卖品。如果在拍卖过程中或拍卖结束后出现竞投争议，佳士得对于是否行使该选择权

的决定为最终性的。 

（b） 佳士得保留在拍卖过程中任何时间停用或撤销您账户的权利。 

3. 在线竞投流程-竞价递增幅度 

（a） 您只可以在该拍卖品的拍卖详情中规定的日期和时间段内提交竞投价。 

（b） 只要您（在不违反第 B4 段提及的总信贷限额的前体下）作出并确认竞投金额，该竞投将被提交。

您接受并同意以此方式提交的竞投为最终的，且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修改、撤回或取消竞投。

我们对您在竞投中所犯的任何错误不承担责任。您一旦作出竞投，为了您的方便，下一竞投加价

幅度将在「下一竞投」键上显示。 

（c） 竞投一般从低端估价或低于低端估价的价格开始后通过佳士得自行决定的竞投加价格逐步增长

（竞投加价）。竞投从特定的竞投价格开始，按幅度递增，最高加价幅度为 10%。竞价增幅阶梯如

下： 

竞投价     

 每次喊价的递增金额 

每次喊价的递增金额 

 

 

 

 

  
1,000-2,000 港元 100 港元 



2,000-3,000 港元 200 港元 
3,000-5,000 港元 200，500，800 港元 
5,000-10,000 港元 500 港元 
10,000-20,000 港元 1,000 港元 
20,000-30,000 港元 2,000 港元 
30,000-50,000 港元 2,000，5,000，8,000 港元 
50,000-100,000 港元 5,000 港元 
100,000-200,000 港元 10,000 港元 
200,000-300,000 港元 20,000 港元 
300,000-500,000 港元 20,000，50,000，80,000 港元 
500,000-1,000,000 港元 50,000 港元 
1,000,000 港元以上 以上述相同方式递增 

（d） 货币计算器：佳士得可能以其他几种主要货币及拍卖详情中显示的拍卖货币显示竞价拍卖详情。

任何货币转换仅作为指引，且我们不受任何货币计算器上显示的汇率约束。对于提供这些服务时

出现的错误（人为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遗漏或故障，佳士得均不承担责任。 

4. 「直购价」 

如果我们为某一特定拍卖品提供了该功能，则您可以固定价格购买该拍卖品（「直购价价格」），而无需通

过拍卖竞投。如果您以直购价购得该拍卖品，此处的业务规定及该拍卖品的拍卖详情将如同你在拍卖会

中成功竞得该拍卖品的方式适用于此次销售。 

5. 书面竞投服务 

（a） 您可通过签署我们提供的书面竞投表，要求佳士得对您指示的特定拍卖品进行竞投。所有书面竞

投必须以拍卖品的拍卖详情中所示的拍卖场货币进行拍卖。所有书面竞投必须获得佳士得财务和

信贷部的许可，以及必须满足佳士得的了解您客户的要求。为了满足本服务的条件，您必须向我

们提供有效的电子邮箱地址，以便我们联系您。 

（b） 我们必须通过您在拍卖场现场交付或您在第一件拍卖品预计结束拍卖至少 24 小时前联系相关销售

专员的方式收到经您签字并填好的书面竞投表。对于您想竞投的拍卖，我们在该时点后将不接受

任何请求，或任何口头请求、未签字或不完整的书面竞投表，或就您希望竞投的拍卖品未以书面

竞投表作出的书面或电子邮件请求。 

（c） 您在向我们发送出书面竞投后不得取消竞投。您可在上述 24 小时截止前通过向我们发送该拍卖品

更新的书面竞投表的方式增加或降低竞价。以下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您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通

知您：（i）您的竞价已进入我们系统；以及（ii）您成功竞得您竞投的拍卖品。如果我们在收到您

的竞价时，您给出的竞投金额已被另一方对同一拍卖品作的竞价赶超，或另一相匹配竞价由于我

们收到时间原因而有优先权，我们将不会向您发送电子邮件。 

（d） 我们收到的所有竞价均会根据我们收到的时间标注时间。书面竞投将由佳士得在拍卖会第一个拍

卖品拍卖结束前正式输入。在我们收到书面竞投之后但输入该书面竞投前提交的在线竞投，应优

先于该书面竞投。如果佳士得收到了多个相同价格的书面竞投，我们最早收到的书面竞投将优先

于我们较晚收到的书面竞投。如果在我们提交书面竞投的同时，在线买家作出一个相同金额的在



线竞投，在线竞投将具有优先权。对于未能代表您执行书面竞投，或就我们对收到某一拍卖品竞

投或书面竞投正式时间的确定，我们不承担责任。佳士得可自行确定收到竞投的正式时间。 

（e） 佳士得作为拍卖师，在考虑底价的同时将采取合理措施以最低价格执行书面竞投，但如果未能执

行，佳士得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f） 您可在第 H 段获取有关我们竞投服务责任的更多信息。 

（g） 如果该 C5 段和书面竞投表中的说明存在冲突，您应以书面竞投表的内容为准。 

6. 底价  

（a） 所有拍卖品均有底价。底价不得高于拍卖品的低端估价。 

（b） 在任何情况下，系统均不得以底价或高于底价的价格代表卖方竞投。 

（c） 对于在结束拍卖前网上专场拍卖中的任何拍卖品，佳士得保留降低该拍品底价的绝对自由裁量

权。 

7. 拍卖记录  

拍卖记录（佳士得关于拍卖的记录）在所有争议中具有绝对且最终的效力。如果向您提供的在线记录或

信息与拍卖记录存在矛盾，应以拍卖记录为准。 

8. 拍卖品的撤回 

佳士得保留撤回拍卖任一拍卖品的绝对自由裁量权，不论该撤回是在拍卖会之前、拍卖会期间或直购价

销售进行时作出，而佳士得将不对该撤回承担任何责任。 

9. 员工竞投  

佳士得的员工可以参与网上专场拍卖竞投，但不享有优于其他竞投者的优势。 

10. 拍卖结束  

（a） 在拍卖品描述页面，每一拍卖品均有一个倒计时时钟。如果在拍卖品指定结束时间前的3分钟内发

生竞投活动，将会延时竞投，使得最后一次竞投和该拍卖品的结束时间之间存在 3分钟的间隔。这

种延时将被无限次继续，直到该拍卖品持续 3 分钟不再有竞投活动的发生。 

（b） 某一拍卖品结束时间的延时不影响其他拍卖品的结束时间，因此拍卖品可能不以拍卖品编号顺序

结束。 

11. 成功竞投 - 拍卖  

当拍卖品竞投结束时，出价最高者即为成功竞投人，除非佳士得按上述 C2 和 C7 项所述自行确定成功竞

投人。这意味着卖方与成功竞投人之间已达成了买卖合同。成功竞投人将就任何成功的竞投收到一份电

邮通知。拍卖结束后，竞投者同时应在拍卖结束后尽块查看网上专场拍卖「我的购买物品」清单以便获



取成功竞投的详细结果。我们无责任告知您竞投结果（成功竞投人除外）；您应在拍卖结束后尽快查看以

了解详细的竞投结果。 

D. 您需支付的费用 - 买方酬金、税费、艺术家转售权、运费和损失、损害责任费  

1. 买方酬金  

我们将按照每一件售出拍卖品的落槌价向您收取买方酬金。 

我们按如下方式计算买方酬金： 

除名酒外，我们将按照所有拍卖品落槌价首港币 5,000,000 元之 25%;，加余港币 5,000,000 元以上至港币

50,000,000 元部分之 20%；加余港币 50,000,000 元以上之 14.5%计算。 

名酒的买方佣金是按每件拍卖品落槌价之 25.0%。 

您需就买方酬金支付增值税。出于税法的原因增值税可能不会在发票上单独显示。如果拍卖品会被

出口，您将在特定情况下享有增值税返还。请参阅「增值税标识和解释」段内的「增值税返还：我

的申索权」以获取更多信息。 

2. 税费  

您负责所有适用税费，包括落槌价和买方酬金或在直购价销售的情况下，直购价价格产生的增值税，销

售税或类似税费。增值税和增值税的返还取决于您的特殊情况。您有责任查明并支付所有应付税费。您

需就买方酬金及，就部分拍卖品而言，拍卖品的落槌价支付增值税。您可在第 J 段‘增值税符号和解释’部

分查看更多信息。增值税的收取和退还取决于买方的具体情况，因此本节（并非详尽）应仅可用于一般

指引。佳士得建议您获得您独立的税务建议。 

成功竞投者将负责所有适用税费，包括基于落槌价，买方酬金及/或与拍卖品有关的任何其他费用而产生

的消费税或使用税或类似税费。 

有关佳士得运送至美国的拍卖品，不论买方国籍或公民身份，均可能须支付基于落槌价，买方酬金和/或

与拍卖品相关的其他费用而产生的州销售税或使用税费。佳士得将根据法律要求收取销售税。适用销售

税率由拍卖品将运送到的州分，县，地点而决定。 

如果佳士得将拍卖品运至纽约或拍卖品由您雇佣的纽约装框师、修复师或其他类似服务供应商所提取，

纽约法律认为拍卖品已交付至位于纽约州的成功竞投者，而无论拍卖品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都必须征

收纽约州消费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佳士得或公共承运人（由您雇佣并经佳士得授权）随后将拍卖品

交付至纽约以外地区，仍需对拍卖品征收纽约州消费税。 

申请免除销售税的成功竞投者必须在拍卖品放货之前或者销售之后 90 日内（以更早者为准）向佳士得提

供必要文件。如果运往至佳士得无须代收消费税的美国各州，成功竞投者可能需要缴纳使用税或类似税

种。如您有任何问题，佳士得建议您咨询独立税务顾问。 

3. 艺术家转售权 



在一些国家，当地法律允许艺术家或艺术家资产托管人在任何由该艺术家创作的拍卖品出售时，收取意

向叫做「艺术家转售权」的版税。我们在拍卖详情中以 λ 符号标识这些拍卖品。如果这些法律适合该拍卖

品，您必须向我们支付与版税相当的额一笔外费用（除非法律规定该费用由卖方支付）。我们将以您名义

或代表卖方（如适用）缴纳版税至有关部门。在以下情况下应缴纳艺术家版税，当拍卖品落槌价高于：

（i）1,000 欧元，且拍卖品在拍卖发生时位于英国；（ii）3,000 欧元，且拍卖品在拍卖发生时位于荷兰；

或（iii）750 欧元，且拍卖品在拍卖发生时位于法国，且任何拍卖品的艺术家转售权总费用不得超过

12,500 欧元。我们按以下方式计算出需支付的费用： 

落槌价部分的版税（以欧元计算） 

• 首 50,000 欧元之 4%;，  

• 加逾 50,001 欧元以上至 200,000 欧元部分之 3% 

• 加逾 200,000.00 欧元以上至 350,000 欧元部分之 1%） 

• 加逾 350,000.00 欧元以上至 500,000 欧元部分之 0.50% 

• 加逾 500,000 欧元之 0.25%，或 12,500 欧元（以较低者为准）。  

我们将按照拍卖当日欧洲中央银行的汇兑率计算出艺术家转售权。 

4. 运输费  

（a） 我们的运输费用计算将在您购买拍卖品之前向您提供拍卖品的运输费用预估。除非另有说明，您

需要交纳的任何运输费包括：（i）从拍卖品所在地运往交付目的地址的国际运输费；以及（ ii）损

失与损坏赔偿（LDL）费。运输费用不包括（i）所有适用的当地税费和手续费；（ii）贵国的关

税、进口税和任何适用的地方清关税费。 

（b） 拍卖详情您有责任了解并向主管政府机关支付任何适用的国际税费、海关税、税费、运费和关税

或在运输和/或交付之前所需支付的费用，包括为方便运输而需支付的任何第三方手续费及任何必

要保险费。 

E. 保证  

1. 卖方保证 

（a） 对于每一件拍卖品，卖方保证其： 

（i） 为拍卖品的所有人，或拍卖品的共有人之一并获得其他共有人的许可；或者，如果卖方不

是拍卖品的所有人或共有人之一，其已获得所有人的授权出售拍卖品或其在法律上有权这

么做； 

（ii） 有权利将拍卖品的所有权转让给买方，且该权利不负担任何限制或任何其他人之索赔权。 

（b） 如果以上任何保证不确实，卖方不必支付超过您已向我们支付的购买款项（详见以下第 F1（b）段

定义）的金额。卖方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就任何利润或经营损失、预期存款、商机或利息损失、成



本或或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卖方不就任何拍卖品提供任何以上列举之外的保证；只要法律

许可，所有卖方对您作出的保证及法律要求加入本协议的所有其他卖方责任均备免除。 

2. 佳士得真品保证  

(a) 在不抵触以下条款的情况下，本公司保证我们拍卖的拍卖品都是真品（我们的「真品保

证」）。如果在拍卖日后的五（5）年内，您通知我们您的拍卖品不是真品，在符合以下条

款规定之下，我们将把您支付的购买款项退还给您。 

业务规定的词汇表里有对「真品」一词作出解释。真品保证条款如下： 

（i） 我么对在拍卖日后5年内提供的申索通知提供真品保证。此期限过后，我们不再提供真品保

证。 

（ii） 我们只会对本拍卖品描述第一行（「标题」）以大楷字体注明的资料作出真品保证。我们不

对任何标题以外的资料（包括标题以外的大楷字体注明）作出任何保证。 

（iii） 真品保证不适用于有保留标题或任何有保留的部分标题。有保留是指受限于拍卖品描述内

的解释，或者标题中有「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内有保留标题的某些字眼。例

如，标题中对「认为是…之作品」的使用指佳士得认为拍卖品可能是某位艺术家的作品。

在竞投或通过直购价销售购买拍卖品前，请阅读「有保留标题」列表及完整的拍卖品描

述。 

（iv） 真品保证适用于被拍卖过程中通告修订后的标题。 

（v） 真品保证不适用于在拍卖之后，学术发展导致被普遍接受的学者或专家意见有所改变。此

保证亦不适用于在拍卖日时，标题符合被普遍接受的学者或专家的意见，或标题指出意见

冲突的地方。 

（vi） 如果拍卖品只有通过科学鉴定方法才能鉴定出不是真品测试拍卖详情，而在我们出版拍卖

详情之日，该科学方法还未存在或未被普遍接纳，或价格太昂贵或不实际，或者可能损坏

拍卖品，则真品保证不适用。 

（vii）真品保证仅适用于拍卖品在拍卖时由佳士得发出之发票之原本买方，且仅在申索通知作出

之日原本买方是拍卖品的唯一所有人，且拍卖品不受其他申索权、权利主张或任何其他制

约的限制。此真品保证中的利益不可以转让。 

(b) 要申索真品保证下的权利，您必须： 

（i） 在拍卖日后 5年内，向我们提供书面的申索通知。我们可以要求您提供上述申索完整的细节

及佐证证据； 



（ii） 佳士得有权要求您提供为佳士得及您均事先同意的在此拍卖品领域被认可的两位专家的书面

意见，确认该拍卖品不是真品。如果我们有任何疑问，我们保留自己支付费用获取更多意

见的权利；及 

（iii） 自费交回和拍卖时状况相同的拍卖品给拍卖品的原发货地点。 

(c) 您在本真品保证下唯一的权利就是取消该项拍卖及取回已付的购买款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

不须支付您超过您已向我们支付的购买款项的金额，同时我们也无须对任何利润或经营损

失、预期存款、商机或利息损失、陈本或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 

(d) 书籍。如果拍卖品为书籍，我们提供额外自拍卖日起为期 14 天的保证，如经校对后，拍卖

品的文本或图标存有瑕疵，在以下条款的规限下，您在本额外保证下唯一的权利就是取消该

项拍卖及取回已付的购买款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须支付超过您已向我们支付的购买款项

的金额，同时我们也无须对任何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 

此额外保证不适用于： 

（i） 缺少空白页、扉页、保护液、广告、及书籍镶边的破损、污渍、边缘磨损或其他不影响文

本及图标完整性的瑕疵； 

（ii） 绘图、签名、书信或手稿；带有签名的照片、音乐唱片、地图册、地图或期刊； 

（iii） 没有标题的书籍； 

（iv） 没有标明估价的已出售拍卖品； 

（v） 目录中表明售出后不可退货的书籍； 

（vi） 状况报告中或拍卖时公告的瑕疵。 

 (e) 要根据本条规定申索权利，您必须在拍卖后的 14 天内就有关瑕疵提交书面通知，并交回和拍

卖时状况相同的拍卖品给拍卖品的原发货地点（或我们另行指示的地点）。 

  (f)     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术以及中国书画。真品保证并不适用于此类拍卖品。目前学术界不容许对

此类别作出确切之说明，但佳士得同意取消被证实为赝品之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术以及中国

书画拍卖品之交易。已付之购买款项则根据佳士得真品保证的条款退还于原本买方，但买方

必须在拍卖日期 12 个月内，向我们提供书面的申索通知。我们可以要求您提供上述申索完整

的细节及左证证据。买方需按以上 E2(b)(ii)的规定提供令佳士得满意的证据，证实该拍卖品为

赝品，及须按照以上 E2(b)(iii)规定交回拍卖品给我们。E2(a), (b)和(c)适用于此类别之申索。 

(g)      中国、日本及韩国工艺品（中国、日本及韩国书画、版画、素描及珠宝除外）。以上 E2(b)-(e)

在此类别拍卖品将作修改如下。当创作者或艺术家未有列明时，我们不仅为标题作出真品保

证，并会对本目录描述第二行以大楷字体注明的有关日期或时期的资料提供真品保证（「副

标题」）。以上 E2(b)-(e)所有提及标题之处应被理解为标题及副标题。 

3. 您作出的保证 

 

(a)  您保证您用于支付购买款项的资金非犯罪所得（包括逃所得），且您未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洗黑

钱、恐怖活动罪或其他犯罪。 

(b)  您作为另一方代理人竞投的情况下，您保证： 

(i)  您已按一切适用的反洗钱和制裁法规对拍卖品的最终买方进行妥善的客户尽职调查，同



意我们信赖此尽职调查并将会将证明此尽职调查的文件及记录保留不少于5年。您在我们

提出书面要求时将及时提供上述文件及记录（包括正本，如有）予独立第三方核查员即时

检阅； 

(ii)  您与您的最终买方就拍卖品或其他事宜所作出的安排，在整体上或部分上并非以促成逃

税或税务欺诈为目的; 

(iii)  您不知晓，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用于支付购买款项的资金非犯罪所得（包括逃所得），

或您的最终买方正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洗黑钱罪、恐怖活动罪或其他罪行。  

 

4. 额外保证免责条款 

（a）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佳士得和卖方否认并拒绝承担与拍卖品及网上专场服务相关的任

何及所有其他保证责任，无论成文法或案例法或任何其他有无明示或暗示。此免责声明和除外责

任不影响您在第 E1 和 E2 段所述保证条款中规定的权利。 

（b） 除非我们以欺诈手段作出有欺诈成分的失实陈述或在本业务规定中另有明确说明，我们不会因任

何原因对您负有任何责任（无论是因违反本协议，购买拍卖品或与竞投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 

（c） 我们不负责向您作出任何与任何拍卖品的可商售品质、是否适合某特定用途、描述、尺寸、质

量、状况、作品归属、真实性、稀有程度、重要性、媒介、来源、展览历史、出版或历史的关联

等作出任何陈述、保证或担保或承担任何责任。除非当地法律强制要求，任何种类之任何保证，

均被本段排除在外。 

（d） 就拍卖品购买的事宜，我们仅对买方负有法律责任。 

（e） 如果尽管有 E3（a）~（d）段的规定，我们因某些原因须对您负有法律责任，我们不须支付您超过

您已支付的购买款项。我们也无须因任何原因对任何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 

F. 付款  

1. 购买款项和付款方式  

（a） 您必须支付购买款项： 

（i）在拍卖的情况下，不迟于拍卖结束后 48 小时内或拍卖详情中规定的时间； 

（ii）在直购价格购买的情况下，在将拍卖品加入购物车后 15 分钟内，并在 10 分钟内完成付款流

程 

（均称为「到期日」）。 

（b） 购买款项指下述金额的总和： 

（i） 落槌价和买方酬金（以拍卖出售的情况下）或直购价价格（以直购价格出售的情况下）； 

（ii） 上述第 D3 段（艺术家转售权）中所述的任何到期金额； 

（iii） 所有运费及相关费用和手续费包括损失/损坏赔偿（LDL）费用；及 

（iv） 任何关税、有关货物、销售、补偿或服务税或增值税。 



（c） 我们只接受登记竞投人付款。发票一旦开具，发票上买方姓名不能更换，我们亦不能以不同姓名

重新开具发票。即使您欲将拍卖品出口且需要出口许可证，您也必须立即支付以上款项。 

（d） 您必须按照拍卖要求的货币支付拍卖品的款项。您必须以个人名下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或以银行转

账的形式支付您通过佳士得网上专场拍卖购买的任何拍卖品。我们仅接受带 MasterCard、Vis a、

American Express 或 China Union Pay 标志的借记卡或信用卡（如果 China Union Pay 信用卡带有 Vis a

或 MasterCard 标志）。如果您以公司名义注册和竞投，您公司需要通过向公司账户出具的借记卡或

信用卡对购买的任何物品付款。对拍卖品支付部分费用或以多张借记卡或信用卡对同一拍卖品付

款均是不允许的。如果您购买多件拍卖品，您可以用一张信用卡购买一件拍卖品，使用另外一张

信用卡购买另一件拍卖品，但您需要在两个不同付款处进行付款。 

（e） 对于允许在线付款的拍卖，某些交易不适合使用信用卡付款。 

（f） 付款信息直接由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付款服务供应商」）收集和处理，并非佳士得。更多细节请

参见第 H8（c）段。佳士得无法查看或保留任何信用卡信息。 

（g） 通过用信用卡或借记卡进行在线付款，您：（i）保证您为卡持有人；及（ii）确认如果我们未收到

您的付款（如您的信用卡签发行拒绝付款），佳士得将不承担责任。您有责任与佳士得和/或信用卡

签发行确认是否已接受付款。 

（h） 如果对付款有任何问题，请联系佳士得的客户服务。 

2. 付款方式  - 信用卡手续费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拍卖地区外发行的信用卡付款，根据您所持有卡片的类型和账户，付款可能会产生

跨境交易手续费。如果您认为适用，请在结账之前与您的发卡供应商核实。 

3. 所有权转移 

只有：（i）我们已确认您已满足所有竞投人身份和登记程序；且（ii）我们自您处收到全数、清算且无争

议的所有款项后，您才拥有拍卖品及拍卖品的所有权，即使本公司已将拍卖品交给您。 

4. 风险转移  

（a） 拍卖品的风险和责任自以下日期起将转移给您（以较早者为准）： 

（i） 您或您授权占有拍卖品的任何人或承运商实质占有拍卖品；或者 

（ii） 您在提货被允许的情况下提取拍卖品（拍卖详情将说明提货被允许的情形）。 

（b） 如果您选择行使您有可能会取消拍卖品购买合同的权利，您将承担拍卖品有关风险并负责在将拍

卖品发还我们之前为拍卖品投保损失或损坏险。 

5. 不付款之补救办法：  



（a） 如果到期付款日，您未能全数支付购买款项，我们将有权行使以下一项或多项（及执行我们在 F6

段的权利以及法律赋予我们的其他权利或补救办法）： 

（i） 自到期付款日起，按照尚欠款项，收取高于英国莱斯银行不时公布的基准利率 5%的利息； 

（ii） 取消交易并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条件对拍卖品公开重新拍卖或私下重新售卖。您必须向我

们支付原来您应支付的购买价和再次专卖收益之间的差额。您也必须支付我们必须支付或

可能蒙受的一切成本、费用、损失、赔偿，法律费用及任何卖方酬金的差额； 

（iii） 代不履行责任的买方支付卖方应付的拍卖净价金额。您承认佳士得有卖方之所有权利向您

提出追讨； 

（iv） 您必须承担尚欠之购买款项，我们可就取回此金额而向您提出法律诉讼程序及在法律许可

下向您索回之其他损失、利息、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 

（v） 将我们或佳士得集团公司欠下您之款项（包括您已付给我们之任何保证金或部分付款）用

以抵销您未付之款项； 

（vi） 我们可以选择将您的身份及联系方式披露给卖方； 

（vii）在将来任何拍卖中，不允许您或您的代表作出竞投，或在接受您竞投之前向您收取保证

金； 

（viii）在拍卖品所处地方之法律许可之下，佳士得就您拥有并由佳士得管有的拍卖品作为抵押品

并以抵押品持有人身份行使最高程度之权利及补救方法，不论是以典当方式、抵押方式或

任何其他形式。您则被视为已授与本公司该等抵押及本公司可保留或售卖此物品作为买方

对本公司及卖方的附属抵押责任；和 

（ix） 采取我们认为必要或适当的任何行动。 

（b） 如果您欠我们或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款项或上述所列权利，我们可以将您已付的款项，包括保证

金及其他部分付款或我们欠下您之款项用以抵销您欠我们或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的款项。 

（c） 如果您在到期付款日之后支付全部款项，且我们自行决定接受该款项，我们可根据以下第 F7 段所

述向您收取额外的仓储费用。 

6. 扣押拍卖品 

如果您欠我们或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款项，除了以上 F5 段的权利，在法律许可下，我们可以以任何方式

使用或处置您存于我们或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的拍卖品。只有在您全数支付欠下我们或相关佳士得集团

公司的全部款项后，您方可领取有关拍卖品。我们亦可选择将您的拍卖品按照我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出

售。我们将用出售拍卖品的销售所得来抵销您欠下我们的任何款项，并支付您任何剩余部分。如果销售

所得不足以抵扣，您须支付差额。 



7. 仓储  

(a) 如果您在付款期限内全数支付所购买的拍卖品，佳士得将免费仓储您所购买的拍卖品直到根据下方

第 G段经您自费运送。 

 

(b) 在以下情况下，佳士得保留自行决定通过您自费将拍卖品运送给您，或佳士得在收到付款 90天

后对未提取的物品收取仓储费的权利：（i）在付款期限内，您未全数支付拍卖品的购买款项；

（ii）我们允许您在到期日后对拍卖品付款；或（iii）您被允许提取拍卖品，但您未在约定期

限内提取。 

 

(c) 请注意如果您在可以提取拍卖品的情况下未能在我们同意您提货的期限内提取拍卖品，我们保

留将您的拍卖品转移至我们其他仓储设施的权利。 

G. 运送  

1. 运送  

（a） 如果您选择由佳士得安排运送您的拍卖品，除非获得我们明确同意或除非您购买的拍卖品需要特

殊许可，如 CITES 许可（这种情况下，运送可能延期），我们将争取在收到您拍卖品全数款项及运

费后 30 天内，将您的拍卖品运送至您注册时提供的送达地址。 

（b）(c) 您必须确保在登记时提供了有效的地址收取拍卖品。除极少数情形外，我们仅运送至您注册时

在您账户中提供的注册地址。所购拍卖品不得以运送至邮政信箱。除非您我双方另有约定，我们

的运输合作伙伴仅采用路边/地面送达。您对由于您未能提供有效送达地址或（在必要的情况下）

因为无人签收致使拍卖品被返还卖方/佳士得因此而产生的运费，或进口关税、进口税及/或海关操

作费用负责。您将负责所有运送费用，包括拍卖详情中规定的成本、包装、搬运、损失/损坏责任

保险费。尽管我们在搬运、包装以及装运所购买拍卖品时会采取合理的谨慎措施，佳士得对于为

此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对所购买拍卖品的包装、装运和交付）而雇佣的任何第三方的行为或疏忽

不承担责任。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被要求的情况下推荐第三方搬运商、包装商或承运人，我们不

对其行为、疏忽或怠慢承担责任，且您同意放弃就上述责任对我们进行追索。 

（d） 在不违反下列第 G5 段规定的情况下，佳士得将获得出口或进口产品所需的任何特殊许可，且是  

「登记出口商」。作为包裹的收件人，您为「登记进口人」并委任一个运输方为处理所有进口和海

关清关程序的代理人并确保您已向本国有关关税和税务机构支付了是相关关税和税款。 

（e） 我们的运送合作伙伴可能会为向您送达拍卖品或在您需要退还拍卖品时，安排接受的必要沟通而

直接联系你。 

（f） 我们目前不提供至古巴、伊朗、北朝鲜、苏丹及其他任何受到美国或国际制裁国家的运送。另

外，至特定国家如中国大陆及印度的运送需要特殊定制的运送服务。如果我们无法提供至您目的

地的运送服务或如果您对国际运送有任何疑问，请点击此处。 



(g)     对于从美国出口的拍卖品，您明确同意不对任何运送部分进行转移、再运送或转运至：（i）美国财

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指定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目前为古巴、伊朗、朝鲜、

苏丹和叙利亚）；或（ii）被列入下方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被特

别指定国民和被阻禁者名单；或任何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持有的名单——拒绝交易对象名

单、实体名单或未证实名单；美国国务院持有的名单——被拒绝贸易方名单或核武器国家名单。 

（h） 如果您就关于一般国际运送或佳士得产品特殊运送有任何问题，请联系佳士得客户服务。 

（i） 您可以亲自从佳士得提取您所购的拍卖品。如果您想这样做，您应该至少提前 48 小时发电子邮件

通知佳士得客户服务以安排您的提取，并提供有关表格。您必须在提取前完成网上付款。如果您

想让其他人代表您提取所购拍卖品，您必须在提取前完成授权书并发送至佳士得客户服务。您的

代表在提取时需要提供有效的彩色身份证明，例如驾照或护照。 

2. 关税和税收 

（a） 关税和进口税需具体到特定国家。每个国家的海关机构根据许多因素计算关税和税收，包括： 

（i） 拍卖品在国际统一编码（HS）系统中的类别； 

（ii） 拍卖品的价值（您支付的价格）；   

（iii） 在大多数国家，关税基于「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所得，因此你支付的装运费

用也将作为计算您应付关税的因素。  

（b） 您有责任向特定政府机构确认并支付所有适用的国际关税、海关费用、税费及进口关税或向其他

主体确认并支付任何在运送及/或送达前需先行向其支付的费用，包括任何为完成运送所需支付的

第三方支出。 

3. 交付时间 

如有需要，您所购的拍卖品可通过国际空运装运。交付时间取决于许多变量，可能由于恶劣天气影响航

空运输，或包装物被海关扣留检查。佳士得和其运送合作伙伴对于国际运输或海关清关期间的任何延期

均不承担责任。装运货物可被直接运送至多数地址，但在某些特定偏远地区，您可能需要到 Borderl inx

指定装运合作伙伴的最近服务点领取包裹。 

4. 运输过程中的遗失或损坏 

（a） 您在收到所购拍卖品后，请确保立即仔细检查其细节，并检查包裹内的物品。如果您对拍卖品有

疑问，请联系佳士得客户服务。 

（b） 在极少情况下，无论如何小心操作，包裹可能在国际运输过程中被丢失或内部遭受损坏。如果您

的包裹在国际运输中丢失或受到损坏，您需要在交付后 14 日内或收到货物丢失确认后 14 日内提交

索赔。欲提出索赔，请联系佳士得客户服务。 

5. 出口和进口限制 



(a) 进口/出口证或其他许可。特定拍卖品可能受拍卖品售出国家的出口法律及其他国家的进口法

律限制。许多国家就拍卖品出境要求出口声明及/或就拍卖品入境要求进口声明。获取必要的

许可和/或许可证可能导致额外的成本和后续延期。进口国当地法律可能会禁止进口某些拍卖

品或禁止拍卖品在进口国出售。除非我们另行书面约定，您需要申请进口和/或出口许可证或

其他装运许可和/或许可证的事宜，可能导致额外的处理时间和成本，但这不影响您应于付款

到期日进行付款的义务，或我们就延期支付收取利息和仓储费用的权利。延迟获取所需许可

或许可证不能构成取消拍卖或延期支付拍卖品全数款项的理由，且我们没有义务退还您因此

而支付的利息或其他费用。当地法律可能禁止某些物品的进口或出口，和/或可能禁止在进口

国再卖某些物品。您有责任检查拍卖品是否能进口和/或被运至指定的送达地址，并预留额外

的时间申请并获取合适的许可和/或许可证。任何处理运送有关的此类限制或延迟都不能构成

取消拍卖或延期支付拍卖品全数款项的理由。 

(b) 在竞投或以直购价购买拍卖品前，您应寻求专业意见并负责满足任何法律或法规对出口或进

口拍卖品的要求。如果您被拒发许可证，或申请许可证延误，您仍须全数支付拍卖品的款

项。如果您提出请求，在我们能力范围许可内，我们可以协助您申请所需许可证，但我们会

就此服务向您收取费用。我们不保证必能获得其许可证。如欲了解详情，请联系佳士得客户

服务。 

(c) 您应对任何与进口或出口拍卖品有关的适用税费、关税或其他政府收取的支出负责。如果佳

士得以您的名义出口或进口拍卖品，且佳士得已支付了上述适用税费、关税或其他政府收取

的支出，您同意向佳士得返还上述费用。 

(d) 含有受保护动植物料的拍卖品。由濒危物种及其他受保护野生动植物制造或组成（不伦分比

率）的拍卖品在拍卖详情中注有【~】号。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鳄鱼皮、短吻鳄皮和鸵鸟

皮。若您有意将含有野生动物物料的任何拍卖品进口至其他国家，您须与竞投或以直购价购

买该拍卖品之前了解有关海关法例和规定。有些国家完全禁止含有这类物料的物品进口，而

其他国家则规定须向出口及入口国家的有关管理机构取得许可证。在有些情况下，拍卖品必

须附有独立的物种的科学证明和/或年期证明，方能运送，而您需要自行安排上述证明并负责

支付有关的费用。如果您无法出口，进口该拍卖品或因任何原因拍卖品被政府部门查收，我

们没有义务因此取消您的交易并退回您的购买款项。您应负责确定并满足有关含有上述物料

拍卖品进出口的法律和规例要求。 

(e) 源自伊朗的拍卖品。一些国家禁止或限制购买和/或进口源自伊朗的「传统工艺作品」（身份

不明确的艺术家作品及/或功能性作品。例如：碗、大口水壶、瓷砖、装饰盒）。美国禁止进

口以上物品亦禁止美国民众（无论所在处）购买以上物品。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则允许在

某特定情况下可以进口上述物品。为方便买方，佳士得在源自伊朗（波斯）的拍卖品下方特

别注明。如您受以上制裁或贸易禁运限制，您须确保您不会竞投或进口有关拍卖品，违反有

关使用条例。 

(f) 黄金。含量低于 18k 的黄金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均被视为‘黄金’，并可能被拒绝入口。 



(g) 钟表。拍卖详情内供拍卖的许多钟表的照片显示该手表配有由濒危及受保护动物（如短吻鳄

或鳄鱼）的物料所制成的表带。这些拍卖品在拍卖详情编号旁以 ψ符号显示。这些表带只用

来展示拍卖品并不作销售用途。在从拍卖地运送前，佳士得会把上述表带拆除并予以保存。

买方若在拍卖后一年内亲身到拍卖所在地的佳士得提取，佳士得可酌情免费提供该展示用但

含有濒危及受保护动物物料的表带给买方。请就特定拍卖品的详情与部门联系。 

(h) 手袋。网上专场拍卖中，「配件」所指为皮具之金属部分，如拍卖详情镀以有色金属（金、

银或铂金）袋扣、底部承托配件、挂锁、钥匙、手柄及/或卦带。目录中之「黄金配件」、

「纯银配件」或「铂金配件」纯粹为配件颜色或处理方法而非实际原料之描述。若任何拍卖

品之配件完全以某种金属制造，相关条目将附以特别说明。 

(i) 请注意对拍卖品的标记仅为您提供方便，本公司不承担任何因标识标错误或遗漏标记的责

任。 

H. 其他重要条款 

1. 您的权利  

（a）  取消购买拍卖品的权利。 

（i） 如果根据《欧盟消费者权利指令》，您是消费者并习惯性地居住于欧盟内且卖家不是消费者

（根据拍卖详情中的定义），您有权无理由取消购买拍卖品的合同。如果卖家未被认定为消

费者，佳士得是拍卖发生前物品的所有人。 

（ii） 取消期限在您或第三方（承运人及您所指定的人除外）实际占有拍卖品 14 个日历日后到

期。 

（iii） 佳士得作为卖方代理或拍卖品所有人，为履行取消权，您必须通过明确陈述（例如通过邮

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信函）通知佳士得您取消该合同的决定。您可以使用下方第（d）

段列出的取消模板，但这并非强制性。为能满足取消购买截止日期，您只需在取消购买期

到期前将您行使取消权的相关信函发出。 

（b）  取消的效力 

（i） 如果您取消合同，我们将退还从您收到的所有价款，包括送达费用，但这不包括由于您选

择我们提供的最便宜的标准送达以外的送达类型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或由于您向我们返还

拍卖品我们所需承担的进口税。 

（ii） 我们可能会在退款中扣除任何所提供拍卖品价值的损失，如果该损失是由于您不必要的搬

运所致。 

（iii） 我们退款时，不会出现不当延误，且不迟于：（aa）我们收到您返还的拍卖品后 14 个日历

日；或（bb）（如果更早）您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返还拍卖品当天后 14 个日历日。 



（iv） 我们将以您初始交易的相同付款方式作出退款，除非您另有明确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您

不会因为退款而承担任何费用。我们可保留退款，直至我们收到拍卖品或您提供已经返回

拍卖品的证据，以较早者为准。 

（v） 您应将拍卖品返还我们，地址为我们就此目的规定的地址，不得有不当延迟，任何情况

下，不得迟于您通过业务规定告知我们取消当天后的 14个日历日。如果您在 14个日历日到

期前返还拍卖品，则视为满足返还期限。您将承担返还拍卖品的直接费用。如果我们安排

拍卖品的送达，我们估计以相同方式返还拍卖品的成本应与送达成本相似，但因为我们全

球化的商业模式和可能的退还模式涉及的众多变数，我们无法更精确的确定此项成本。您

仅负责由于搬运造成的价值减少，不包括确定拍卖品性质、特性和功能所必要的价值减

少。 

（c）  取消服务合同的权利。 

（i） 如果您是消费者并习惯性地居住于欧盟，如果您从消费者处购买拍卖品，您有权取消就购

买拍卖品我们向您提供的服务合同，但并非购买拍卖品的合同。这些服务包括：参与网上

专场拍卖的机会；获得可能有兴趣拍卖品的介绍；以及查看图像以及关于拍卖品的其他信

息；以及您购买且将交货的拍卖品的交货服务。 

（ii） 您有权在 14 个日历日内无理由取消本服务合同。 

（iii） 取消期限将在订立本合同当天后的 14 个日历日后到期。 

（iv） 为履行取消权，您必须以一分明确的申明（例如通过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信函）通

知拍卖详情中指定的，作为卖家代理人或拍卖品所有人的佳士得主体您取消该合同的决

定。您可以使用下方第（e）段所列的取消表，但此并非强制。在取消截止日期之前，您有

足够时间在取消期限到期前发出您行使取消权的通知。 

（v） 您可在上述的取消期限内要求佳士得立即提供服务（包括送达）。如果您取消本合同，我们

将退还从您处收到的与本服务有关的所有付款。然而，鉴于您要求我们在取消服务期限内

开始提供服务，您应向我们支付至您通知我们取消该合同之前，与本合同全部的范围相

比，我们已履行服务比例的金额。 

（d）  取消表格模板  购买拍卖品  

收件人：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环遮打道 18 号历山大厦 22 楼  

我/我们[*]在此通知我/我们[*]取消我/我们的以下商品[*]的[*]拍卖合同， 

订购日期【*】/收货日期【*】 

消费者名称： 

消费者地址： 

消费者签名（仅在以书面形式递交此表格情况下） 



日期： 

【*】删去不适用处 

 

（e）  取消表格模板 - 提供服务  

收件人：佳士得（插入拍卖详情指定售卖拍卖品的佳士得集团的公司名称，以及拍卖详情列出的联系人详

情（将在拍卖和/或拍卖品的交货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你提供这些详情））：我/我们[*]在此通知，我/我们

[*]取消我/我们的提供以下服务[*]的[*]合同， 

订购日期【*】/收到日期【*】 

消费者名称 

消费者地址 

消费者签名（仅在以书面形式递交此表格情况下） 

日期： 

【*】删去不适用处 

2. 佳士得之法律责任 

（a） 除真品保证，佳士得、佳士得代理人或雇员，对任何拍卖品所任何陈述，或资料的提供，均不作

出任何保证。在法律容许的最大程度下，所有由法律附加在业务规定的保证及其他条款，均被排

除在本协议外。在 E1 段中的卖方保证是由卖方提供的保证，我们对这些保证不负有任何责任。 

（b） 我们: 

（i） 不会因任何原因对您负有任何责任（无论是因违反这些业务规定，购买拍卖品或与竞投相

关的任何其他事项），除非我们以欺诈手段作出有欺诈成份的失实陈述或在本业务规定中另

有明确说明 ；或者 

（ii） 无就任何拍卖品的可商售品质、是否适合某特定用途、描述、尺寸、质量、状况、作品归

属、真实性、稀有程度、重要性、媒介、来源、展览历史、文献或历史关联等作出任何陈

述、保证或担保或承担任何责任。除非当地法律强制要求，任何种类之任何保证，均被本

段排除在外。 

（c） 请注意佳士得所提供的书面竞投服务（如 C4 段所述）、状况报告及货币兑换显示均为免费服务，

如有任何错误（认为或其他原因）、遗漏或故障，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d） 就拍卖品购买的事宜，我们仅对买方负有法律责任。 

（e） 如果尽管有上述（a）至（d）段的规定，我们因某些原因须对您负上法律责任，我们不须支付超

过您已支付的购买款项。佳士得无需对任何利润或经营损失、预期存款、商机或利息损失、陈本

或其他赔偿或支出承担责任。 

3. 佳士得或卖方无法控制事项 

由于我们、您或卖方不能合理控制的情况导致无法实现我们、您或卖方在业务规定下或拍卖详情下的义

务，我们、您或卖方均不对此承担责任。上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罢工、停业、火灾、水灾、自然灾害、

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核和化学污染。 

4. 我们的撤消权 

除了业务规定中的其他撤销权利，如果(i)任何您在第 E3 段的保证不准确；(ii)我们合理地认为完成交易

可能是非法行为或（iii）我们合理地认为该销售行为会令我们或卖方向任何人负上法律责任或对我们的声

誉造成损害的风险，我们可取消该拍卖品的拍卖。 

5. 版权  

所有由佳士得或为佳士得和拍卖品有关之一切图片、插图和书面资料（包括我们拍卖详情的内容）之版

权均归佳士得所有拍卖详情。没有我们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使用以上版权作品。我们没有保证您就投得

得拍卖品会取得任何版权或其他复制权利。 

6. 效力  

如本业务规定的任何部分遭任何法院认定为无效、不合法或无法执行，则该部分应被视为删除，其它部

分不受影响。 

7. 转让您的权利和责任  

除非我们给予书面许可，否则您不得就您在对拍卖合同中业务规定下的权利或责任设立抵押，亦不得转

让您的权利和责任。这些业务规定对您的继任人、遗产及任何承继阁下责任的人都具有约束力。 

8. 翻译  

如果我们提供了这些业务规定的翻译，我们将会使用英文版用于决定本业务规定下产生的任何问题及争

议。 

9. 个人信息、隐私和数据保护 

（a） 您同意我们将持有并处理您的个人数据和信息，并将其交给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用于我们的隐私

政策所描述的，或与其相符的的目的。您可以在 http://www.christies.com/about-us/contact/privacy/上

找到本公司隐私政策。 如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您可在  https://www.christies.com/about-

us/contact/ccpa 看到我们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声明。 

http://www.christies.com/about-us/contact/privacy/
file:///C:/Users/tip/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2PWSWJ82/如您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您可在
https://www.christies.com/about-us/contact/ccpa
https://www.christies.com/about-us/contact/ccpa


（b） 为了通过国际货运交付您购买的藏品，我们会将您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姓名、送货地址、电话

号码、你在佳士得购买的产品，你支付的拍卖品价格，和包裹重量和尺寸交给我们指定的运送

方。我们的运送方会将此信息视为私人和保密信息，且仅会将该信息用于为将拍卖品根据您的要

求送达给您而需向您提供的国际运输和海关清关服务。将送达给您的包裹信息将会因为出口、进

口、关税、税务和安检等原因而提供给必要机构。此类信息可能包括您的姓名、送货地址、货物

描述、货物价值、包裹件数和包裹重量。上述信息是包裹运出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适用法律法规所

要求提供的信息。我们的运送合作伙伴承诺负责数据管理，遵守适用的数据保护立法，并采用行

业标准实践保护您的数据安全，具体数据可能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存储和处理。 

（c） 银行卡和其他付款信息直接由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付款服务供应商」）而非佳士得收集和处理。

我们向付款服务供应商提供以下信息，以便处理付款：（i）姓名；（ii）账单地址；以及（ii i）交易

总额。付款服务供应商可以在处理付款或部分付款流程前进行防欺诈审查。提交给付款服务提供

商的具体付款信息在 PCI 兼容的安全服务器上处理。提交用于处理付款的信息如下： 

- 姓名和联系人详情包括运输和账单地址 

- 信用卡或借记卡信息 

- 交易总额 

- 您的结账 IP 地址  

（d） 佳士得不可以查看或保留任何信用卡或其他付款信息详情。 

10. 弃权  

未能或延迟行使业务规定项下的权利或补偿不应被视为对该权利或补偿的放弃，也不应被视为是对此后

行使该权利或补偿或其他权利或补偿的阻止或限制。单独或部分行使该权利或补偿不应阻止或限制对其

他权利或补偿的行使。 

11. 法律及管辖权 

业务规定以及与业务规定相关或者与您购买拍卖品相关的任何其他权利而产生的索赔应受香港法律管

辖，并据其执行。在我们或您开始法庭审理程序之前（但我们需要提起诉讼以收回未付款项的情况，以

及纠纷、争议或索赔与第三方提起的诉讼相关且该纠纷可以纳入上述诉讼的情况除外），如果双方同意，

我们应当尝试依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调解程序，由 HKIAC的相关调解人进行调解以解决纠

纷，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纠纷无法调解解决，您同意为我们利益，排他性地在香港法庭处

理纠纷。但是，我们有权在任何其他法庭对您提起诉讼。 

 

 



                      

                      

                      



I. 词汇表  

真品：以下所述的真实作品，而不是复制品或赝品： 

（i） 拍卖品在（无保留）标题被描述为某位艺术家、作者或制作者的作品，则为该艺术家、作者或制

造者的作品； 

（ii） 拍卖品在（无保留）标题被描述为是某时期或流派创作的作品，则该时期或流派的作品； 

（iii） 特定来源或出处的作品，如果在标题描述中将拍卖品描述为（没有资格成为）该来源的作品；或

者 

（iv） 对于宝石，特殊材料制成的作品，如果以大写字母形式描述拍卖品采用的是上述材料。 

真品保证：我们在业务规定中作出的保证，即业务规定 E2 段中所述拍卖品是真品。 

授权用户：代表具有注册交易账户的实体执行交易的被授权个人。 

直购价：我们为您提供的在拍卖期间或截至固定时间购买拍卖品，或者购买非拍卖会出售拍卖品的工

具，不论哪种情况均采用固定价格。 

直购价价格：使用「直购价购买」工具进行拍卖的财产的固定价格。 

买方酬金：买方连同落槌价向我们支付的费用。 

佳士得：是指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其以卖方代理人或拍卖品所有人的身份出售拍卖品。 

佳士得集团：佳士得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及企业集团内的其他公司。 

状况：拍卖品的物理状态。 

业务规定：上面列出的业务规定；重要信息，我们的编目实践解释；拍卖详情中所用符号的解释；和

VAT 或其他类似适用拍卖税的适用解释。 

到期日：含义见 F1(a)段。 

估价：我们认为拍卖品可能卖出的拍卖详情中包含的价格范围；低端估价是指范围内较低的数字，高端

估价是指较高的数字；中间估价是两者之间的中间价。 

落槌价：通过拍卖出售拍卖品的最高竞价金额。 

标题：含义见 E2 段。 

拍卖品：网上拍卖或直购价购买拍卖中供出售的物品（或者作为整体进行拍卖或直购价购买拍卖的两件

或两件以上物品）。 

拍卖品描述：拍卖时拍卖详情中对拍卖品的描述，以拍卖或「直购价购买」拍卖期间收到的通知为准。 

网上专场拍卖：仅通过佳士得网上专场服务拍卖平台进行的拍卖品拍卖，包括任何「直购价购买」拍

卖。 

网上专场服务：仅可通过拍卖或使用直购价购买竞投、购买拍卖品等线上方式获得的平台和相关技术服

务。 

其他损失：指任何特殊的、结果性、附带性或间接性损害，或者符合当地法律‘具体的’、‘附带性’或 ‘结果

性’含义的损害。 

来源：拍卖品的所有权历史。 

购买价：含义见 F1（b）段。 

有保留：含义见 E2 段，有保留标题描述是指拍卖详情中标题为「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下的

标题为有保留标题描述的段落内容。 

底价：保密价格；若少于该金额，我们不会出售拍卖品。 

拍卖详情：拍卖品信息（待售拍卖品的在线描述以及拍卖网站上关于拍卖品和拍卖行为的其他信息）；拍

卖品笔记；付款信息；作为拍卖一部分显示的屏幕上通知；以及适用于待售拍卖品或拍卖品组合的常见

问题及特殊拍卖条件。 

卖方：拍卖品所有人；可能是佳士得或者佳士得代理的另一所有人。 

特殊业务规定：拍卖详情中规定的适用于拍卖的附加条件。 

副标题：含义见 E2 段。 

大写字母形式：意为所有字母均为大写字母。 

保证：制作人保证其中所述事实均正确的声明或陈述。 

 

 



J. 增值税符号、说明和退款 

应付增值税按下文符号变化，按照拍卖品关联符号确定 

英国  

增值税符号 网上拍卖 

无符号 根据 2006/112/EC 第 333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英国利润方案。「买方酬金」应收取 20%的

英国增值税，并按含税价开具发票。 

† 拍卖品适用标准英国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收取 20%增值税。 

Ɵ 增值税零税率项目（仅限英国）。 

* 暂时输入许可项下进口的拍卖品。「落槌价」应收取 5%英国进口增值税，「买方酬金」应

收取 20%的英国增值税，并按英国利润方案规则以含税价开具发票。 

Ω 暂时输入许可项下进口的拍卖品。「落槌价」应按适用税率收取关税，含税「落槌价」应

增加 20%的英国进口增值税。「买方酬金」应收取 20%的英国增值税，并按英国利润方案

规则以含税价开具发票。 

‡ 名酒在‘保税’状态下售出。如果您选择购买保税状态下的名酒，您将无需支付消费税或英

国清关增值税。如果您选择购买完税状态下的名酒，「落槌价」应按适用税率加收消费

税，且含税「落槌价」应加收 20%的英国清关增值税。不论购买保税或完税状态下的名

酒，「买方酬金」均应加收 20%增值税。 

 

 

增值税符号 固定价格 

无符号 根据指令 2006/112/EC第 316 条和第 325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英国利润方案。 

† 拍卖品适用标准英国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收取 20%增值税。 

Ɵ 增值税零税率项目（仅限英国） 

* 暂时输入许可项下进口的拍卖品。「买方价格」应收取 5%英国进口增值税。 

Ω 暂时输入许可项下进口的拍卖品。「买方价格」应按适用税率收取关税，含税「买方酬

金」应增加 20%的英国增值税。 



‡ 名酒在‘保税’状态下出售。如果您选择购买保税状态下的名酒，您将无需支付消费税或英

国清关增值税。如果您选择购买完税状态下的名酒，「买方价格」应按适用税率收取消费

税，且含税「买方价格」应加收 20%的英国清关增值税。 

 

巴黎  

增值税符号 网上拍卖 

无符号 根据 2006/112/EC 第 333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法国利润方案。「买方酬金」应收取 20%的

增值税，并按含税价开具发票。 

无符号（只限

书籍） 

根据 2006/112/EC 第 333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法国利润方案。「买方酬金」应收取 5.5%的

增值税，并按含税价开具发票。 

+ 拍卖品适用标准法国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收取 20%增值税。 

++ 拍卖品适用法国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按 5.5％的折减税率收取书籍

增值税。 

 

 

增值税符号 固定价格 

无符号 根据指令 2006/112/EC第 316 条和第 325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法国利润方案。 

+ 拍卖品适用标准法国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收取 20%增值税。 

++ 拍卖品适用法国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按 5.5％的折减税率收取增值税。 

 

 

阿姆斯特丹 

增值税符号 网上拍卖 

无符号 根据 2006/112/EC 第 333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荷兰利润方案。「买方酬金」应收取 21%的

增值税，并按含税价开具发票。 

+ 拍卖品适用标准荷兰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收取 21%增值税。 



++ 拍卖品适用荷兰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按 6％的折减税率收取书籍增

值税。 

 

 

增值税符号 固定价格 

无符号 根据指令 2006/112/EC第 316 条和第 325 条的规定，这是一项荷兰利润方案。 

+ 拍卖品适用标准荷兰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收取 21%增值税。 

++ 拍卖品适用荷兰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按 6％的折减税率收取书籍增值税。 

 

 

日内瓦  

增值税符号 网上拍卖 

无符号 「买方酬金」应收取 7.7%增值税。 

+ 拍卖品适用标准瑞士增值税规则，「落槌价」和「买方酬金」应收取 7.7%增值税。 

 

 

增值税符号 固定价格 

+ 拍卖品适用标准瑞士增值税规则，买方价格应收取 8%增值税。 

 

 

迪拜  

增值税符号 网上拍卖 

* 落槌价应适用 5%的进口关税。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关法规定，在迪拜已付的关税视为

最终纳税。含增值税的落槌价应收取 5%的进口增值税。 

 



 

增值税符号 固定价格 

* 买方价格应适用 5%的进口关税。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关法规定，在迪拜已付的关税视

为最终纳税。含增值税的落槌价应收取 5%的进口增值税。 

 

 

增值税退税 

如果您选择亲自或通过指定代理人或代表提取拍卖品，则应在提取前支付相应的增值税和关税。如果您

自行安排出口或在欧盟内部运输，并希望追溯申请增值税豁免或退款，您需要在欧盟法律和相关欧盟国

家规则所规定的时限内提供正确的运输证据。 

对于需要运往英国的未完税名酒拍卖品，应指定海关授权托运人将名酒在「未完税」状态下进行运输。 

K. 标识  

拍卖详情中使用的各类标识 

本部分粗体字体词语的含义载于本目录中业务规定的最后一页。 

º 佳士得对该拍卖品拥有直接经济利益。请参阅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Δ 全部或部分由佳士得或其他佳士得集团公司持有。 

♦ 佳士得对拍卖品拥有直接经济利益，佳士得的全部或部分利益通过第三方融资。请参阅 <<重要通

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λ 艺术家转售权。见业务规定 D3 项。 

~ 拍卖品含有濒危物种的材料，可能受出口限制。请参阅业务规定 G5 项。 

Φ 可能无法运至美国的拍卖品。请参阅业务规定 G5 项。 

ψ 拍卖品含有濒危物种的材料，只用作展览用途，并不做销售。请参阅业务规定 G5 项。 

¤ 利益方的竞投 。 

 



L. 重要通知及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我们的拍卖详情条目并非用于介绍藏品的状况，建议您亲自检查藏品状况。我们通常可根据要求提供书

面状况报告。 

佳士得对下列表述连同附带解释的使用符合其制作图录的标准方法。我们对下列表述的使用并未考虑拍

卖品的状况或修复程度。 

 

重要通知  

∆ 佳士得部分或全部拥有的财产： 

佳士得可能会不时提供佳士得集团下公司全部或部分拥有之拍卖品。该等拍卖品在拍卖详情中注有∆符号

以资识别。 

º 保证最低出售价： 

佳士得有时就某些受委托出售的拍卖品的拍卖成果持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通常为其向卖方保证无论拍卖

的结果如何，卖方将就拍卖品的出售获得最低出售价。这被称为保证最低出售价。该等拍卖品在拍卖详

情中注有 º 号以资识别。 

º ♦ 第三方保证/不可撤销的竞投： 

在佳士得已经提供最低出售价保证，如果拍卖品未能售出，佳士得将承担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因此，

佳士得有时选择与第三方分担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同意在拍卖前就该拍卖品提交一份不可撤

销的书面竞投。第三方因此承诺竞投该拍卖品，且即使没有其他竞投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更高的

竞价，第三方将以他们提交的不可撤销的书面竞投价格购买该拍卖品。第三方因此承担拍卖品未能出售

的所有或部分风险。如果拍卖品未能售出，第三方可能承担损失。该等拍卖品在拍卖详情中注以符号 º ♦

以资识别。 

 

第三方需要承担风险，在自身不是成功竞投人的情况下，佳士得将给予酬金给第三方。第三方的酬金可

以是固定金额或基于落槌价计算的酬金。第三方亦可以就该拍卖品以超过书面竞投的价格进行竞投。如

果第三方成功竞投，第三方必须全额支付不可撤销的落槌价及买方酬金。 

 

我们要求第三方保证人向其客户透露在给予保证的他拍卖品持有的经济利益。如果您通过顾问意见或委

托代理人竞投意见标示为有第三方融资的拍卖品，我们建议您应当要求您的代理人确认他/她是否在拍卖

品持有经济利益。 

 

 

¤  利益方的竞投 

当那些可能获悉了拍卖品的底价或其他重要信息对拍卖品拥有直接或间接权益的一方可能进行竞投时，

我们会对该拍卖品附注符号¤。该利益可包括委托出售拍卖品的遗产受益人或者拍卖品的共同所有人之

一。任何成功竞得拍卖品的利益方必须遵守佳士得的业务规定，包括全额支付拍卖品的买方酬金及适用

的税费。 

其他安排  

佳士得可能订立与竞投无关的协议。这些协议包括佳士得向卖方就拍卖品销售所得预付金额或者佳士得

与第三方分担保证风险，但并不要求第三方提供不可撤掉的书面竞投或参与拍卖品的竞投。因为上述协

议与竞投过程无关，我们不会在拍卖详情中注以符号。 



请登录 http://www.christies.com/buying-services/buying-guide/financial-information/，了解更多关于最低出售

价保证以及第三方融资安排的说明。 

在佳士得对图录中每一件拍卖品都拥有所有权或经济利益时，佳士得将不会对每一件拍卖品注以符号，

但会在拍卖详情中注明其所持有的利益。 

 

目录编列方法之说明  

下列词语于拍卖详情中具有以下意义。请注意拍卖详情中有关创作者、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的所有陈

述均在符合本公司之业务规定•买方须知,包括真品保证的条款下作出。该用词的表达独立于拍卖品本身的

状况或任何程度的修复。我们建议买方亲身检视拍卖品的状况。佳士得也可按要求提供书面状况报告。 

于本目录「有保留的标题」下编列方法的词语及其定义为对拍卖品创作者、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有所

保留的陈述。该词语之使用，乃依据审慎研究所得之佳士得专家之意见。佳士得及卖方对该词语及其所

陈述的本目录拍卖品之创作者或拍卖品于某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内创作的真赝，并不承担任何风险、

法律责任和义务。而真品保证条款，亦不适用于以该词语所描述的拍卖品。 

目录描述中数据的前后编排版面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翻译可能出现偏差。我们将会使用英文版本之目录描

述解决真品保证或「有保留的标题」下产生的任何问题以及争议。 

 

绘画、素描、版画、小型画、雕塑、装置、录像、书法及手绘瓷器 

有保留的标题 

佳士得认是属于该艺术家之作品  

「传」、「 认为是... 之作品」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大概全部或部份是艺术家之创作。 

「 ... 之创作室」及「... 之工作室」 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在某艺术家之创作室或工

作室完成，可能在他监督下完成。 

「... 时期」 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属于该艺术家时期之创作，并且反映出该艺术家之

影响。 

「 跟随... 风格」 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具有某艺术家之风格，但未必是该艺术家门生

之 作品。 

「 具有... 创作手法」 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具有某艺术家之风格，但于较后时期完

成。 

「 ... 复制品」 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是某艺术家作品之复制品（任何日期）。 

「 签名...」、「日期...」、「题写...」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由某艺术家签名／写上日

期／题词。 

「 附有... 签名」、「附有... 之日期」、「附有... 之题词」、「款」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签名

／某日期／题词应不 是某艺术家所为。 

 

古代、近现代印刷品之日期是指制造模具之日期〔或大概日期〕而不一定是作品印刷或出版之日。 

中国古籍及拓本之日期是指作品印刷或出版之时期〔或大概时期〕。 

 

中国古代书画及中国近现代画及当代水墨 

有保留的标题 

「传」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作品大概全部或部份是艺术家之创作。 

「款」指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某签名／某日期／题词应不是某艺术家所为。 

 中国古籍及拓本之日期是指作品印刷或出版之时期〔或大概时期〕。 

 

珠宝 

「Boucheron」：若制造商之名称出现于拍卖品标题，则表示根据佳士得之意见，此件拍卖品为该珠宝制



造商所制造。 

「With maker’s mark for Boucheron」:根据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拍卖品上载有生产商的标记。 

有保留的标题 

「Signed Boucheron / Signature Boucheron」: 根据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拍卖品上载有珠宝商的签

字 

「With maker’s mark for Boucheron」: 根据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拍卖品上载有生产商的标记。 

时期 

• Art Nouveau 1895-1910 

• Bella Epoque 1895-1914 

• Art Deco 1915-1935 

• Retro 1940 年代 

 

手表 

真品证书 

因有些制造商不会提供真品证书，所以（除非佳士得在图录内另有特别说明），佳士得没有义务向买家

提供制造商的真品证书。除非佳士得同意其应该按真品保证条款取消交易，否则不能以制造商不能提供

真品证书作为取消交易的理由。 

 

拆除手表电池 

目录中拍卖品注有⊕标志代表其含有的电池可能被管辖航空运输的国际法律法规认定为「危险物品」。

如果买家要求将此手表运送到拍卖会场所在的以外地区，电池将在运送手表之前被拆除并予以保存。若

该拍卖品由拍卖会场提取，其电池将供免费提取。 

 

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 佳士得认为是属于该创作者或艺术家之作品 

例如：A YIXING TEAPOT BY CHEN MINGYUAN 

KANGXI PERIOD (1662-1722) 

• 当作品描述标题的直接下方以英文大阶字体注明作品的归属，以佳士得之意见认为，该作品属于所注
明之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 

例如：A BLUE AND WHITE BOWL 

QING DYNASTY, 18
TH
 CENTURY  

• 如日期、时期或统治时期款识出现在作品描述标题的直接下方并以英文大阶字体注明款识为属于某时
期，则以佳士得之意见认为， 该作品乃款识所示之日期、时期或统治时期之作品。 

例如：A BLUE AND WHITE BOWL 

KANGXI SIX-CHARACTER MARK IN UNDERGLAZE BLUE AND OF THE PERIOD (1662-1722)  

• 作品之归属以英文大阶字体在其标题描述直接下方及以词语「和更早」注明，以佳士得之意见认为，

该作品不迟于该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创造。  

例如：A JADE NECKLACE 

LIANGZHU CULTURE AND EARLIER, CIRCA 3900-2300 BC 

• 在作品描述标题的直接下方没有以英文大阶字体注明日期、时期或统治时期款识之作品，以佳士得之
意见认为， 该作品之创作日期不详或属于较后时期创作之作品。 

例如：A BLUE AND WHITE BOWL 

 

有保留的标题 

• 以佳士得之意见认为，作品并非自归属于基于其风格其通常被认为的时期，此风格将会注明在描述的
第一行或描述内容中。 

例如: A BLUE AND WHITE MING-STYLE BOWL  

The Ming-style bowl is decorated with lotus scrolls… 



• 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作品可能或为康熙时期但佳士得对此有强烈怀疑。 

例如: A BLUE AND WHITE BOWL 

POSSIBLY KANGXI PERIOD 

• 佳士得认为作品属于某时期、统治时期或朝代。但以佳士得有保留之意见认为，作品可能属于某文化
但佳士得对此有强烈怀疑。 

例如: A JADE BLADE 

NEOLITHIC PERIOD, POSSIBLY DAWENKOU CULTURE 

 

手袋 
 

狀況報告及評級 

拍卖中所出售拍卖品的状况可受多种因素如时间、先前的损坏、修复、维修及磨损等影响而有较大变化。

免费提供的状况报告及评级纯粹出于好意，为方便我们的买家并仅作指引作用。状况报告及评级反映了

我们的真实想法但未必足以覆盖拍卖品的所有缺点、修复或调整情况。它们不能取代由阁下亲身检验拍

卖品或阁下自行就拍卖品寻求的专业意见。拍卖品均以拍卖时的“现状”出售且佳士得对于拍卖品的状

况不设任何申明或保证。 

 

状况报告评级 

我们提供概况性、数字阶梯式状况等级以对物品的总体性状况提供指引。另外，请在竞投前阅读每个拍

卖品的状况报告及附加图像。 

第1级 

该物品未呈现使用或磨损的迹象，可被视为如新，没有瑕疵。原装包装及保护胶膜可能完整无缺，请参

考拍卖品描述。 

第2级 

该物品呈现细微的瑕疵，可被视为几乎全新。该物品可能从未被使用过，或可能被使用过几次。该物品

上仅有在状况报告中所述的细微的状况备注。 

第3级 

该物品呈现可察觉的被使用过的痕迹。任何使用或磨损的迹象都很轻微。状况良好。 

第4级 

该物品呈现频繁使用后一般的磨损迹象。该物品存在轻度总体性磨损或小范围内的重大磨损。状况不错。 

第5级 

该物品呈现出因经常或重度使用所造成的损耗。此物品处于可被使用的状况，请参照状况记录。 

 

对于拍卖品状况，由于图录版面所限未能提供对拍卖品的全面描述，而所载图像亦可能无法清楚显示拍

卖品状况。拍卖品实物与透过印刷及显示屏展示的图像色彩和色调或会存在色差。阁下有责任确保阁下

已收到并已考虑到任何状况报告及评级。我们建议阁下亲身检验拍卖品或自行就拍卖品寻求专业意见。 

 

有关「配件」 

在本目录中，「配件」所指为皮具之金属部分，如镀以有色金属（金、银或钯金）袋扣、底部承托配件、

挂锁、钥匙、手柄及/或挂带。目录中之「黄金配件」、「纯银配件」或「钯金配件」纯粹为配件颜色或

处理方法而非实际原料之描述。若任何拍品之配件完全以某种金属制造，相关条目将附以特别说明。 

 

名酒 

 

购买一系列货批的选择权 

一组货批内含多批相同批量、瓶容量及种类的名酒。竞投将会由一系列货批之中的第一货批开始，成功

竞投的买家有权以相同的成交价购入系列中部分或全部货批。若果第一货批的买家未有进一步购入，该

系列货批的余下货批将会相似的方式开放竞投。佳士得建议对货批的出价应在该系列货批的第一货批之 

上。如果出价被取代，佳士得将会自动把买家的出价置在下一相同货批，如此类推。在所有情况下，有

关出价均全权由拍卖官处理。 
 

分类 



内容中的波尔多分类标准仅作识别之用，并且根据Médoc1855 年正式的分类标准及其他标准来源。除注

明外，所有名酒均在庄园内装瓶。 
 

旧酒的自然耗损及酒塞 

在本目录内列明的名酒均在印刷前确定内容正确，惟旧酒买家必须对自然程度的耗损、酒箱状况、标

签、酒塞及名酒的差异作出包容。恕不接受退货。 
 

耗损 

名酒水位未能达至满的水位之差距，有关差距会根据名酒之年期而有所不同，而在销售前能通过检验确

定的，均会在目录中注明。本目录以图表的形式详细说明水位与损耗量形容及解释以方便阁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