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玩店】快捷方便 出手价格略低
“收藏品的价值一般不能在短时间内马上变

现，除非出价比市场价低。”长沙白沙古玩城三勤
堂老板徐庆锋告诉记者。

徐老板介绍， 常见的收藏品一般会有一个圈
内的市场价格，若收藏者将藏品卖给古玩城，老板
们会按低于原有市场价5％—10％的比例出价。
如果是没有价格参考的藏品，则由双方商定价格。

点评：古玩店变现方便快捷，带上藏品就可
直接验货，缺点是讨价还价浪费口水，如对藏品
本身了解不够，容易低估原有价值。

【拍卖公司】手续费高 高价藏品走俏
“长沙目前只有两家具有文物拍卖资格的拍

卖公司，一家是湖南国拍，另一家是湖南永乐。”
国家注册拍卖师张军介绍。

“通常像字画、 古董等价值较高的藏品会走
拍卖渠道。”卢伯雄告诉记者。长沙的拍卖公司一
般按照拍卖的成交价收取12％的佣金，另外收取
3％的个人所得税，还会收取一定的图册费，大约
是每件200块。

点评：拍卖行可通过拍卖实现藏品价值的最
大化，但手续费略高，流程时间较长，最快也要2
个月，不适合急于变现的收藏者。

【收藏网站】价格实在 交易存在风险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古玩店老板习惯于在

网络上交易。“专业的收藏网站可以进行交易，但
需要注册成会员， 而且每年还要缴纳一定的会
费。” 长沙大麓珍宝古玩城卖家刘老板就是网络
交易的常客。

刘老板介绍， 网络交易有最直观的实时价
格，回购价也比古玩店的回购价略高，但并不适
合所有人。“网络交易需要一定的信誉度才能卖
出藏品，而且风险较大，需要先寄出藏品让对方
验货。”刘老板建议，普通收藏者最好不要尝试网
络交易。

点评：网络回购价虽高，但承担的风险相对
也大，在邮寄的途中可能会有破损，需要购买额
度较高的保险。

热烈庆祝中国银行成立100周年

“就目前来看， 最易出手和变现的收藏品种应
该是国家发行的金银币。”徐老板建议，市民若是单
纯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最好选择解放后的钱币或纸
币作为收藏的首选。

“金银币、新中国纸币、邮币卡等收藏品种是最
易变现的，因为这些是国家发行的‘硬通货’，有清
晰的市场参考价格。” 长沙大麓珍宝古玩城卖家刘
老板告诉记者， 长沙的收藏市场并不十分完善，年
代久远的收藏品或许价值不菲， 但却是有价无市，
很难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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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 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5月 30 日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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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31日）是世界第25个无烟日，今
年的主题是“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为了引
起市民对吸烟危害的重视，昨天，湖南省儿
童医院与王老吉药业在省儿童医院前坪共
同举行“共创无烟日，大家齐参与”大型公益
活动，特别安排美女在活动现场用润喉糖换
香烟，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短短一个小
时，就换到了135根香烟。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这句话已经说
了多年， 但是能够真正做到远离香烟的人
却比较少。吸烟除了害己，呼出来的二手烟

还在毒害他人。肺炎、肺癌、高血压、心脏
病常常困扰着我们的烟民，每年因吸烟或
者被动吸食二手烟而死亡的人在500万之
多。

“共创无烟日，大家齐参与”是王老吉
药业发起的一个公益性活动， 其目的是劝
导广大烟民在无烟日当天不抽烟，为自身、
也为他人健康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大家都知道， 吸烟首先伤害的是咽喉，
吸烟患咽喉炎的概率远远大于普通人。王老
吉润喉糖遵循王老吉凉茶古方，精选上等薄
荷，并由多种天然植物精制而成，甘甜适中，
具有“清火润喉、冰凉舒爽、提神醒脑”的作
用， 是众多烟民的常备功能性润喉糖果。此
次共创无烟日，润喉更健康活动中，王老吉
药业将拿出数万包润喉糖爱心包，用于派发
给市民及烟民，在倡导无烟日的同时，给予
消费者实实在在的关爱。

共创无烟日，大家齐参与
———亲，别抽了，来颗润喉糖吧！

有“藏”不怕巷子深
变现看清5条路

如果您家有什么有趣的收藏品或者想咨
询收藏方面的事情， 请登录cj.voc.com.cn联系
我们或者加入我们的收藏交流QQ 群
181666099， 一起分享收藏的体会和
快乐。

互动

长沙市民李女士家中有一对古玉，是祖辈流传下来的遗物，一家人都将它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收
藏。但李女士心中一直有个疑惑，究竟这对古玉值多少钱？如果急需用钱想卖掉古玉，又该去哪里交易？

自《家有收藏》开栏以来，记者发现和李女士有同样疑问的收藏者大有人在。
据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 钱币邮品专家卢伯雄介绍， 长沙目前变卖藏品的途径主要有五种。那

么，收藏者如何将藏品轻松变现，其中又暗藏哪些窍门呢？ ■记者 何梦青 实习生 谭金果 陈超奇

【委托商铺】自愿定价 局限大时间长
收藏品的委托销售跟普通商品的寄卖程序

类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天心古玩城主营钱币藏品的卖家李老板介

绍，他一般只接受朋友的委托销售，接受后双方会
商定一个合理的卖价，然后打印表格，一式两份，
最终卖出后由双方签字确认。李老板透露，定价时
卖家会让一部分利给代售方，从中赚取一点差价。

点评：委托销售可依据藏品所有者的意愿来定
价， 但此举局限性较大， 一般要跟古玩城的卖家熟
悉，其次寄卖时间不定，不适合急于变现的藏家。

【典当行】门槛较低 藏品折现价低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后了解，长沙目前经营艺

术品质押的典当行并不多见。
“长沙目前接受艺术品典当的公司在个位

数，一般以黄金、手表居多。”湖南升隆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王小姐告诉记者。在升隆典当行，目前
也只接受古玉器的典当。

长沙联盟典当有限公司的老板田先生告诉
记者，艺术品典当属于民品典当，当金一般为抵
押物估价的30%-80%，另外还要收取当金的5％
左右作为利息费。

点评：典当行的质押贷款门槛较低，优点是
变现快捷，可当场完成交易，但典当行的出价偏
低， 贷款额度一般会控制在藏品估价的50％左
右，利息费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

投资建议

选择易变现品种为佳

金银币长沙无官方回收渠道

金银币是目前最受欢迎、回报率较高、增值较
快的投资品种，但长沙目前还没有金银币回购的官
方正规渠道。

中国金币总公司在长沙的特许零售商———长
沙藏金阁钱币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只出售金银币，暂不回购。该工作人员介绍，在
全国范围内只有广州永正纪念币有限公司建立的
国内首个熊猫金币交易平台。

链接

1、掌握预售藏品的市场价格。可登录专业网
站查询，如中国投资资讯网、华夏收藏网、博宝艺
术网等。2、熟悉长沙七大古玩市场：湖南古玩城、
大麓珍宝古玩城、清水塘古玩城、天心古玩城、白
沙古玩城、湖湘文化艺术品市场、溁湾镇古玩城。
3、 正规拍卖公司的所有费用会在拍卖成交之后收
取，若是拍前就索取费用，一定不是正规公司。

收藏变现注意事项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