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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26元的仿古银锭道具，一件78元的
景德镇陶瓷花瓶，经过一些拍卖、鉴定公司专
家的“鉴定”，估价多超过100万元，最高估价
达500万元。

在藏品鉴定高估值的背后，这些公司以代
为拍卖为由，向藏友收取高额服务费、宣传费
等。有的公司开业数年，没有为事主成功卖出
一件藏品。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表示，鉴
定、拍卖公司通过假鉴定收取服务费的行为，
涉嫌诈骗罪。

近年，上海、广州警方破获多起文玩鉴定
诈骗案。去年11月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特大
文玩鉴定诈骗案中，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受害者超过1000人。

专家表示，收藏鉴定乱象屡发，藏家想要
鉴定、拍卖藏品，还需认准有资质的机构。

2626元银锭道具被估价百万元元银锭道具被估价百万元
“我这仿古银锭道具是铜做的，不值钱。”去

年12月中旬，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26元买下一
枚银锭道具后，客服回应“是否有收藏价值”时说。

该银锭名为“乾隆银元宝”，重260克左右。
银元宝上印有“乾隆”、“大清银锭”字样。在宝贝
详情中，店家公开写明“不要再问真假的问题，
我们也不懂，亲如果谨慎可以请行家掌眼”。

四天后，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桥北的北京
宝艺轩泰文物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艺
轩泰”），名为“刘燕申”的鉴定专家接过银锭后
打着手电瞧了瞧，“嗯，这是好东西，乾隆年间
的银锭”。她又把银锭放到手边一个小型电子
秤上，“280克，这个估值能上百万。”

记者随口问道：“这是纯银吗？”
刘燕申说，“从分量、表面的氧化来看，是

纯银的。你看这表面的黑色痕迹就是银的氧
化，这是仿不出来的。”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也第一回见到这么好
的银锭，很罕见。”公司一名经理从旁搭腔说。

随后，该经理拿来一本某大型拍卖行的画
册，翻到了银锭那一页，刘燕申指着一张图片
说，“你看这个银锭底下都锈蚀了，品相还不如
你的好呢，最后都拍卖了500万港币。”

认为该银锭是“好东西”的，还有深圳盛世
拍卖有限公司的鉴定专家。

去年12月21日下午，记者联系该公司一
名经理，将银锭道具图片发给他进行图片鉴
定。很快，该经理打来电话“报喜”称，鉴定专
家看过后，认为银元宝的包浆比较自然，表面
有银氧化，成分几乎都是银，没什么杂质。“银
锭的估价在15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

北京宝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鉴定师也得
出类似的结论，“这个银锭是镇库用的，在国库
里放着一批，这一看就是老东西，看上面这个发
黑的包浆，这得有年头才会形成，这没法仿。”

现代瓷器被鉴定出自现代瓷器被鉴定出自““宋代宋代””
除这枚银锭道具，记者还网购了一件 78

元的景德镇陶瓷花瓶，随机挑选多家拍卖、鉴
定公司分别进行图片鉴定和实物鉴定。鉴定结
果一致认为该花瓶价值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

2018年12月21日，北京宝艺轩泰公司，付
了300元鉴定费后，记者被接待的经理引入鉴
定室。房间不大，摆着明清家具样式的桌椅，
墙上贴着几幅专家照片和简介。一位中年女
子正在和前来鉴宝的藏友说话。根据墙上的
专家图片比对，她便是鉴定专家刘燕申。

轮到记者鉴定时，记者先把花瓶摆到刘燕
申面前，她神情严肃地戴上一副白手套，捧起瓶
子看了看瓶身，又从桌上拿起手电筒，对瓶口打
着光往里看，再把瓶子颠倒，打着手电看瓶底。

几分钟后，刘燕申把瓶子放下，脱下白手
套，看了看经理，又看了看记者说道，“这是清
末仿宋代哥窑的瓷器，距今一百多年，估值也
不是太高，先定68万吧。”

“真是清代的？”记者追问道。
刘燕申见记者疑惑，指着瓶子详细讲解起

来，“这个瓶子，按说风格是宋代哥窑小开片
的，但宋代的哥窑是金丝铁线，你这纹路只有
铁线没有金丝，符合清代仿宋代哥窑。还有宋
代的哥窑胎薄，比较轻，这瓶子比较重，就是后
代仿宋代哥窑的。”

她接着说：“你的瓶子好就好在保存得比
较好，而且它属于一个赏瓶，不是实用器，也就
比较值钱。”

在前往宝艺轩泰公司做藏品鉴定的前一
天，记者曾联系深圳的两家公司对陶瓷花瓶进
行图片鉴定。

深圳弘博艺术品展览有限公司一陈姓经
理添加记者微信后，让记者把花瓶的瓶身、瓶

底拍照片发给她，称让专家老师做鉴定。“我看
是宋代官窑，这种窑价格很高”，她看了陶瓷花
瓶的图片回复说，“还得要专家老师出结果”。

15分钟后，陈经理发来一张“弘博国际艺
术精品征选结果告知函”的图片，显示该景德
镇陶瓷花瓶，经鉴定是宋代的“官窑炫纹长颈
赏瓶”，参考成交价500万元。

在告知函底部有一行小字称“公司对此图
片鉴定意见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当记者提出花瓶看起来很新，怎会是宋代
的疑问时，陈经理说，“一般越好的瓷器越老越
新，年代越久看起来越新，它的釉色是现代工
艺模仿不来的。”

在另一家深圳盛世拍卖有限公司的鉴定
专家眼里，该件景德镇陶瓷花瓶又变成“清代
宫釉的赏瓶”。该公司一名经理说，这花瓶在
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这件瓷器在拍卖
市场不夸张地说，最少也能成交500万元。”

对于鉴定专家的高估值，出售该陶瓷花瓶
的电商商家表示惊讶，“我们这是仿古的现代
工艺品，不是真的古董，没什么收藏价值，就是
摆放装饰的”。

鉴定高估值背后藏拍卖圈套鉴定高估值背后藏拍卖圈套
这些赝品鉴定高估值的背后，是有关拍卖

的圈套。
“这是以前的官银，一定是去香港卖，香港

卖这东西很稀罕。”去年12月21日，北京宝艺
轩泰公司鉴定专家刘燕申鉴定完记者的银锭
道具后说。

一旁坐着的经理开始向记者介绍藏品拍
卖事宜。他说，该公司有国内拍卖和国际拍卖
两种渠道。“这个银锭，在国内100万元，在国
际上能拍到200万元”。

据该经理介绍，东西好不如炒作得好，拍卖
需要前期的宣传包装，走国内拍卖，前期费用
是6000元；走国际拍卖，前期费用是12000元。

2018年12月27日，记者带着花瓶和银锭
来到大兴高米店南的北京宝唐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该公司的鉴定师用放大镜观察一番后，
称花瓶是明末清初仿宋代哥窑的赏瓶，价值上
百万元，银锭道具也价值上百万元。

鉴定师一番讲解后，一旁的经理告诉记者
只要支付宣传费用就能参加该公司1月中旬
在北京举办的拍卖会。“拍卖前期有对产品的
宣传费用，选择国内拍卖，前期宣传费用有
3000 元、4500 元两个级别，包括对藏品的宣
传、包装、出书等，各个环节都要一定的费用。”

事实上，一些公司许诺的藏品拍卖多是托词
和幌子，以吸引藏友支付不菲的宣传费、服务费。

河北的周悦在2017年11月把祖传的两枚
清朝铜钱送到北京一家拍卖公司鉴定，对方称
每枚铜钱的价值都超过百万元。她支付了
3000 元拍卖费用，公司承诺她一年内卖不出
去，退还费用。至今，铜钱仍未卖出，公司以业
务员离职等借口拒绝退还费用。

2017年下半年，贵州的王富强因母亲生病
需要用钱，把家中收藏的钱币拿到广州一家公
司鉴定，“先是图片鉴定，又要我去广州实物鉴
定，告诉我这个钱币价值几百万，几个人围着我
说了两三个小时，我被他们说动了，交了3000
元拍卖费用”，一年多过去，拍卖毫无音讯。

陕西西安的赵宇前后支付了26.5万元，被
估价数百万元的藏品仍未拍卖出去。

2018年4月，因手头紧他想出手一幅书法、
两幅国画，“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当代书画家的
作品”。他通过网络搜索，找到西安一家拍卖公
司，两位鉴定专家看了字画后表现得很惊讶。
当场评估每幅字画的价值都达到上百万元。

“当时以为自己真的收藏到了宝贝。”赵宇
说，在两位专家轮番话术诱导下，拍卖公司经理
伺机告诉他，只需支付1.5万元宣传费用，公司
就可以帮他出售这三幅价值数百万元的字画。

支付 1.5 万元宣传费用后，赵宇又花费 2
万元让专家开具了鉴定证书。

一个月后，拍卖公司通知赵宇，他的字画在
国内还没有买家看中，建议他走国外的渠道。
此时，经理的话术有了改变，“虽然有证书，但是
国外买家不看重证书，建议上拍卖会拍卖。”

赵宇又向公司支付 7 万元服务费参加拍
卖会。之后，拍卖公司经理告诉赵宇，三幅字
画在本次拍卖会上流拍，但近期在迪拜还有另
一场国际拍卖会，再支付16万元，公司可以在
德国、法国、加拿大先做三场预展，保证能在拍
卖会上成交。

前后两个月，赵宇共支付了26.5万元，字
画仍未拍卖成交。他才意识到被骗。

““文物局专家文物局专家””查无此人查无此人
记者上网检索“文物鉴定”发现，多个搜索

结果点开链接后是北京、深圳、珠海、西安等地
的拍卖、鉴定公司。网页介绍，可以进行图片
鉴定和实物鉴定。

多位藏友称，他们对藏品鉴定估值深信不
疑，一大原因是鉴定专家的权威。不少专家的
简介名头很大或是有“官方背景”。

北京宝艺轩泰公司的专家简介显示，鉴定
专家刘燕申是“杂项鉴定专家，北京文物局副
研究员”，1956 年出生于北京，1978 年开始从
事古陶瓷杂项文物艺术品相关研究工作，1979
年师从多名知名专家，从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
文物鉴定知识，至今从事鉴定工作三十余年。

1月3日，记者致电北京市文物局核实刘
燕申的身份。经过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进出
境鉴定所、北京市文物公司等部门的核查，北
京市文物局并没有名为“刘燕申”的工作人员。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说，现在外
面的确有人冒充文物局的专家。北京市文物局根
本没有副研究员这个职位，而且文物局的工作
人员也不会在外面的公司兼职，否则属于违规。

瓷器鉴定专家叶佩兰告诉记者，“现在文物
鉴定行业比较混乱，有些公司挂着我们这些专
家的图片，我们却根本没听过这些公司的名字。
也有一些水平不高的人，被公司包装成专家。”

工商资料显示，宝艺轩泰公司注册于
2014年2月11日，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黄
旗，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其办公地点实际位于朝
阳区十里河桥北。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宝艺轩泰因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于
2017年9月21日被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

此外，宝艺轩泰公司在 2016 年 2 月 3 日，
还因虚假广告被北京市工商局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经查，宝艺轩泰于
2015年5月23日至2015年5月24日在辽宁某
地举行大型鉴宝回购活动，并为此次活动印制
广告宣传刊物《收藏特刊》，支付广告费15000

元。在未经故宫博物院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在
其印制的广告宣传刊物《收藏特刊》上，使用了

“顾问单位：故宫博物院”等广告宣传用语。其
中故宫两位专家以个人名义参加此次活动，其
行为不代表故宫博物院。

决定书称，宝艺轩泰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的规定。处
罚其消除虚假广告的影响，并处以广告费用三
倍的罚款。罚款金额45000元。

上海广州破获文玩鉴定诈骗案上海广州破获文玩鉴定诈骗案
近年，有关收藏、鉴定的骗局屡有发生。2017

年11月，曾报道钱币收藏骗局，北京一些打着
卖纪念币、钱币名号的文化公司，将低廉的纪念
币甚至正在流通的货币，高价卖给老人，并许诺
帮助老人拍卖获得高收益。但安排拍卖只是幌
子，只为吸引老人不断花钱购买更多纪念币。

报道刊发后，公安、工商等部门介入调
查。多家被曝光的公司关门。

在藏品鉴定方面，上海、广州警方破获多
起文玩鉴定诈骗案。从警方和检方披露的信
息看，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与记者的上述遭
遇如出一辙，均通过“专家”鉴定虚高估值，再
向顾客收取拍卖服务费、宣传费等。

2018年5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
院发文称，上海一文化传播公司假借委托展
览、拍卖文玩、古董的名义，以虚高的拍卖价引
诱56名客户到其公司办理委托拍卖并签订合
同，骗取服务费数十万元。上海市闵行区检察
院对以张某为首的28人犯罪团伙依法以涉嫌
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

闵行区检察院介绍，假鉴定真骗钱是这类
团伙的惯用套路，业务员接到客户后，引诱其
带着“藏品”来公司先“鉴定”，接着虚高估价，
然后问其要不要委托拍卖，通常顾客听到高额
估价都会答应，从而收取服务费。

该案中，一名被害人侯先生家里有一个树
化石，带来该公司鉴定。“鉴定师”拿着放大镜看
了看，告诉侯先生这个树化石距今有6500年至
1亿年之久，是真的化石，估价为686万元，侯先
生听得很动心。接着另一名自称经理的人员介
绍，拍卖需要支付一定的拍卖费，公司规定一件
藏品收取1.8万元。侯先生付款后，拍卖并无进
展。他再来公司时发现已人去楼空，遂报警。

闵行区检察院称，据犯罪嫌疑人汪某供
述，他们的展览都只是公司办公点的假展览，
参展人员都是托儿。发送给客户的拍卖会视频
也是假的，不是自己公司举办的。这些都是为
了让客户相信公司有能力为客户的藏品上拍。

2018 年11 月，上海警方再次侦破一起涉
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的
特大文玩鉴定诈骗案，控制25名犯罪嫌疑人。

去年4月，广州天河警方捣毁一个利用文
物拍卖骗取服务费的诈骗团伙。该公司自
2014 年开业至被警方查获，没有为事主成功
卖出一件藏品，聘请的“鉴定专家”没有国家文
物管理部门认可的鉴定资质，且该公司所进行
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也没有取得国家文物管
理部门许可。

藏品鉴定藏品鉴定““别想着天上掉馅饼别想着天上掉馅饼””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表示，鉴定、

拍卖公司通过假鉴定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涉嫌
诈骗罪。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
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使得受害人陷入错误
认识进而处分财产的行为。在上述案例中，这些
所谓的鉴定公司、拍卖公司虚构事实，使受害人
产生了一种手中“文物”价值不菲的错误认识，
进而设计骗局，一步步地索要手续费、服务费等
费用，一系列的行为明显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袁银龙说，“这
类文物鉴定诈骗，都是先画大饼，说价值几百
万上千万元，然后让你出鉴定费、拍卖费一系
列费用，珠三角、长三角、北京、西安等地是文
物鉴定诈骗的高发区。”

袁银龙表示，藏友想要鉴定藏品，可以找各
省市的博物馆、收藏协会等，找口碑好的专家。

“如果有专家说这藏品值几百万，先冷静一下，别
想着天上掉馅饼，小心落入他人布置的圈套。”

2018年8月21日，江苏南通张芝山派出
所发微博提醒，一些诈骗团伙以文化传媒公
司为掩护，进行文物鉴定诈骗，以高价收
购、保拍等理由吸引藏家上钩。藏家想要鉴
定、拍卖藏品，一定要认准有资质的机构，
正规的文物鉴定机构对文物鉴定的收费都比
较低（或者不收费）。原则上只鉴定年代，不对
文物估价，鉴定过程需由两名以上具备鉴定资
质的鉴定师进行。多听取不同渠道的鉴定意
见，避免落入骗子圈套。 本报综合消息

鉴定骗局：78元仿古瓷估价500万

78元的景德镇陶瓷花瓶，被鉴定出自宋代，估价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