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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三十多年收藏的画家沈女
士! 最近发现自己上当了"!"#$年
春拍会上! 她从南京十竹斋拍卖公
司花了将近 !%万元拍回的一件清
代翡翠手镯!戴了半年多!把玩很喜
欢! 经朋友提醒! 拿去一家机构检
验!原来这宝贝并不是古董!而是十
足的假货#

一件劣质品是如何变身$清%翠
手镯&的' 沈女士向新华社$新华视
点& 记者讲述了一些拍卖行与造假
者合作引人上钩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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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类似沈女士遭遇的拍
卖纠纷并不少见( 然而!能将十足的
劣质品$一拍&而身价千倍的却不多
见( 况且!竞拍的还是搞了三十多年收藏的画家(

鉴定证书显示! 这件所谓的古董 &货翡翠!

不仅不是古董! 还是处理品( $是行业上俗称的
)'()*货!经过充胶和着色处理过的(& 江苏省质
量技术监督南京大学珠宝产品质量检验站专家
张学云说(

+这是典型的现代物理化学技术!就此推断手
镯年代不会太久( &江苏省黄金珠宝检测中心主任
朱德茂如是说(

据业内人士分析! 造假者选取普通的翡翠底
料打磨成手镯!经强酸浸泡一段时间!可以泡掉天
然的杂质,然后在空隙中加入透明的+胶&!使其质
地通透,再通过热处理-人工上色!手镯就有了黄-

绿两种颜色( 如此这般!一个普通的灰白底色的手
镯!就变成了 &货手镯(

OVWXY%ZvÎ[&

十竹斋号称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据了解!!**%

年!经南京市文物公司授权!十竹斋拍卖有限公司
成立(

在沈女士提供的十竹斋 !*##年春拍图录上!

记者看到了这件拍号 #%*的+清%翠手镯&!图录上
描述这件拍品为+翡翠手镯!圆形!玉质晶莹!含
黄-绿两色!色彩浓艳!青翠欲滴( &拍卖底价为 +

万至 ,万元(

除了规定程序的分发图录-媒体宣传之外!针
对特定的拍品! 拍卖公司会在前期找一些专家写
论文肯定其艺术地位! 或请专家就某一拍品在网
上展开激烈讨论! 或私下对意向购买者拍胸脯担
保!等等(

沈女士丈夫向记者描述了那天拍卖的情况(

+我和爱人搞书画收藏已有三十多年!与十竹斋合
作也有近十年( !*##年的春拍是第一次涉足翡翠
制品领域( 当天拍这件手镯的还有两对夫妻!因为
妻子喜欢!我就一路举牌!最终以 !#万元的价格
拍下!加上付给拍卖行的佣金!共计花费近 !%万
元( 当时发现)清%翠手镯*没有证书!十竹斋的肖

经理向我保证!来源很可靠(出于信
任!就没有放在心上( &

\E]¶^_`a¸

得知是赝品的沈女士大吃一
惊! 立即联系卖家要求退货( 然而
拍卖行拒绝了她! 理由是 .拍卖规
则/上写明+本公司对拍卖品的真伪
及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竞买
人及其代理人应亲自审看拍卖品原
物! 对自己竞投某拍卖品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

买家发现拍品有假找上门来!

拍卖公司先表示联系买家进行协
调,看拖不过去就拿出.拍卖规则/

做挡箭牌( 称本公司有权决定!通
过拍卖品图录- 新闻媒体或其他载
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
评价等!其所有解释都在表明一点!

拍卖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

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告诉记者!

之所以有这样+不保真不担责&条例的出现!原因
主要还在于文物艺术品的真伪难以认定! 尤其是
古玩!专家意见往往难以统一!真假缺少标准( 但
不可否认! 一些行业内的害群之马在利用免责条
例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做掩护(

沈女士一再要求! 拍卖行能否提供卖家相关
信息!由她自己找卖家进行索赔( 十竹斋拍卖公司
却表示!+本公司有义务保护委托人的秘密( &

这位女画家说!翡翠有国家标准!能够检测出
真伪!拍卖行拒不退款!又不提供卖方信息( +这是
不是知假售假!与造假者沆瀣一气' &

北京博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巴经理认为!免
责条款只适用于那些难以辨明真伪的范畴( 翡翠
等珠宝类制品既然有国家标准! 是能够而且应当
保真的!此时再提免责条款!就有滥用之嫌(

由于忍无可忍!这位女画家表示!为了讨回公
道!她决定起诉十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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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汉开小店 17年捐款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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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台湾屏东县
!-日 #*时 .%分发生 -/0地震!目前尚无重大
损失的消息(高雄-台东-嘉义-南投-彰化-台北
等地均有不同程度震感( 据悉!由于震感强烈!

高雄市地铁曾宣布暂时停驶!后恢复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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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做起!

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从我做起!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和生
活所耗用的能源和碳排放量!大力倡导低碳生活理念!普及低碳
生活常识!推行低碳生活方式( &!-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等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在
北京发布+低碳宣言&(

这份在当日举行的+中国低碳万里行&大型系列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上发布的+低碳宣言&说!低碳革命势在必行!低碳不仅仅
是需要去郑重承担起来的一份责任! 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机
会和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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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出版总署日
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到+十二五&期末!将进一步做强做优国家层面人文-教育-科
技三大出版传媒集团! 培育多个年销售收入超过 !00亿元的大
型骨干出版传媒集团!推动新华书店跨地区兼并重组!组建全国
性国有大型发行集团(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 指导意见分为 1部分 .!

条!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出版传媒集团发展的战略方向-指导
思想-原则要求和主要目标!并细化了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
展的责任任务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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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首
条穿越长江的地铁222武汉地铁 !号线 !-日全线贯通!顺利进
入轨道铺设和装修阶段!可望年内建成通车(

总投资达 $%2/#.亿元人民币的武汉地铁 !号线一期工程!

全长 !,/21公里!沿线共设车站 !#座!建成后可承担武汉城区
约 +0!的公交过江交通客运量!预计到 !0#+年!每天输送旅客
量可达 -0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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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áîïs#据新华社全国农
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与前一日相比!!月 !-日!猪
肉-鸡蛋价格继续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0##年 #!月上旬全国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0#!年 #月中旬涨速明显加快!#月 !-日0正月初四1以来!全
国猪肉价格下降且降速较快( 与 #月 !-日相比!!月 !-日!猪
后臀尖肉-猪五花肉全国日均价降幅均已接近 ,!( 分地区看!

广东-海南-贵州-青海-山东的猪肉价格降幅居前!均已经超过
#0!!其余省区市的降幅多在 +/0!2#0/0!之间( 另据监测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猪肉价格已低于 !0##年 #!月上旬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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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áðËñ#记者从 !-日在
济南举行的山东省卫生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山东将在县级及
县以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方式!并逐步向
市级医疗机构推广(

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刘奇提出! 在县级及县以下医疗机构
实施+先诊疗后付费&!将作为今年山东省公立医院改革的一
个重点(

另据了解! 纳入山东省统一规划的村卫生室今年内也将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

浴火重生的“中国奇迹”
¢¢¢£¤OP¥¦L§¨©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