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申购公告 

 

发起人：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场所：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相关方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申购方提供有关本次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在上海

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发起《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商品申购的相关情况，

公告同时刊载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客户在

作出申购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公告全文。发起人、承销人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发起人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及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托管交易细则》和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发起《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

艺术画》商品托管交易。除了本次申购活动外，《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托管交易相关活动还包括申请、评审、入库、挂牌交易等内容。本公告所称“托管商品”

均指《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请广大客户认真阅读本公告，并密切关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

www.sace.org.cn 公布的相关信息。 
 

一、概述 
1. 根据《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会员管理办法》，2019 年 2 月，上海创伟企业

管理策划有限公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在

交易中心发起艺术品类商品托管交易的资质；2015 年 10 月，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向交易中心提交了会员申请资料，经过交易中心审核通过，获得了协助发起艺术品类

商品托管交易的资质。 
2019 年 6 月 11 日，交易中心组织了《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评审

会。经本次商品评审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本次商品评审。 
交易中心定于2019年11月15日开放申购《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2. 本次参与申购对象为国内外对工美艺术商品感兴趣的社会公众。 
  



 

3. 网上申购重要事项 
原计划托管数量 300 幅，发行方承诺其中 1 幅已为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 

 
商品全称 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商品名称 台北故宫系列缂丝艺术画 

商品代码 C00005 

商品类别 缂丝 

材质 丝织 

商品规格 160*44CM 装裱后卷轴尺寸 

发起人 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承销人 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位 幅 

报价货币 人民币 

报价单位 元/幅 

托管商品总量 299 幅 

发起人托管量 

299 幅 

发起人托管量中 9幅由承销人包销、290 幅用于申购 

申购数量 290 幅 (申购不足部分转为发起人持仓) 

申购价格 47000 元/幅 

承销人包销数量 9 幅 

承销人包销价 同申购价 

申购时间 2019 年 11 月 15 日 9:30-15:00 

申购次数 1 次，不可重复申购 

超额申购抽签方式 
按申购者的实际申购资金占全部申购资金的比例分配抽签号，抽签决定申购

结果。 

摇号中签日期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商品登记日期 2019 年 11 月 18 日 

申购未中签资金解冻日 2019 年 11 月 19 日 

上市日（挂牌交易起始日）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涨跌限幅 为上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10%，挂牌交易首日涨跌限幅为申购价的 30%。 

最小变动价位 1 元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指定仓库 中工美（北京）供应链物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最小提货单位 1 幅 

仓储和保险费用 

存储在指定仓库的托管商品将产生一定的仓储和保险费用，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的仓储和保险费用由发起人支付，2020 年 11 月 16 日以后的仓储和保险

费用由商品持有人承担。具体费用标准见交易中心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次申购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申购的商品不构成购买建议。更

多信息请客户密切关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客户申购流程 



 

第一步：个人持身份证（机构或法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银行规定的相关资料）前

往结算银行开立资金账户，并办理网上银行业务； 
第二步：登录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ace.org.cn）并点击“我

要开户”，按步骤填写资料，或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内自助开户。 
 
 

选择经纪会员 
 
 
 
 

阅读并确认《客户须知》 
 
 

签订《经纪合同》 
 
 

填写《开户申请表》 
 
 

提交并注册 
 
 
 
 
 

客户既可以在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www.sace.org.cn）及微信公众

号自助开户，也可以在经纪会员处开户。 
第三步：客户可通过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渠

道登录平安银行电商平台，办理银商转账业务，完成与平安银行银商绑定。 
第四步：客户开通银商转账后，登录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下载交易软

件，凭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即可参与商品申购和交易。 
 

三、费用 
客户参与艺术品类商品申购、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费用： 
收费项目（收费对象） 费率 收费说明 

申购费 
（承销人、申购） 

5% 
分别向本中心和经纪会员缴

纳成功申购金额的百分之二

点五发售服务费 

交易手续费 
（买卖双方） 

0.3% 

买卖双方分别向交易中心缴

纳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交易

手续费和向经纪会员缴纳成

交金额的千分之二交易手续

费。 

阅读并确认《风险告知书》 

获得交易账户代码、交易密码



 

仓单注册服务费 
仓单注销服务费 

5% 

注册/注销日前五个有成交记

录的交易日（含申购日，不足

五个交易日的按实际天数计

算）加权平均价×仓单注册/
注销数量×5%（向本中心缴

纳百分之二点五，向经纪会员

缴纳百分之二点五）。 

仓储费、保险费（持有人）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由发起人支付，2020
年 11 月 16 日以后的收费标准由交易中心另

行公布。 

注：上述收费标准如有调整，见交易中心有关公告 

 

四、商品介绍 

台北故宫共收藏自宋而下共计 175 件缂丝画。其中宋缂丝 70 件，元缂丝 3 件，明

缂丝 32 件，清代及其他为 70 件。其工艺之精，色泽之美，皆非想像所及，而宫中藏品

犹非民间所得而见。在古代织物中，缂丝为艺术价值极高者。（蒋复璁）宋代缂丝的成

就，实为历代之冠，宋缂丝典雅，质朴醇厚，其制作以追求画意为终极，故其艺术成分

也为最高。 

御凤石渠宝笈录台北故宫系列作品，为台北故宫授权之作。从 175 件库存缂丝画中，

选取图案优美，寓意美好，缂织精美的作品共计 30 件。考虑到宋代缂丝之成就，作品

选宋代花鸟，元明书法，清代释道等经典题材为多。力求“故宫系列缂丝”能成为历经

百年的传家之宝。 

原缂丝作品，时代久远，局部底线褪色，破损等。也因时间问题，颜色较之原作表

达意义，过于沉厚。考虑此种情况，对于篇幅较小的作品，基本保持原等大。篇幅较大

的作品，选取精华部分，重新构图。章款等也根据目前构图，重新调整。图章也一并用

缂丝织造出来。为方便今后理清作品来源，每张作品上都缂织有御风章款。缂丝书法，

较绘画更难，有精密之用心，才能得书法之笔意和神韵。本次故宫系列我们选取了四件

书法作品。其中一件为米芾作品。 

2019 年 8 月台北故宫书画处认为御凤缂丝画师古但不摩古，具有文物的经典和稀缺

的收藏性，故对台北故宫系列--宋沈子藩花鸟图进行了典藏。主要体现在 1.工艺精湛 2.

尽得画意 3.未来文物 4.具有时代新意。 

缂丝作品装裱体现宋代雅致的特色，用龙形隐纹双色绫手工挖裱，红木老轴头，镜

心为 33*33CM。画幅长 160CM， 宽 37CM。作品卷轴用真丝锦作为包袱布，外面再配置樟

木原盒，上贴台北故宫授权防伪标识。整体包装既考虑到精巧美观又考虑到了有长期的

收藏需求。 

 

五、发起人、承销人及交易场所介绍 

1. 发起人——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是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C91 号发行会员。 
 

2.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803 号承销会员。 
 



 

3. 交易场所——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 
上海工美艺术品交易中心是上海市首家通过经信委和金融办批准设立的艺术品类

型交易场所，是上海市推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的组成部分。交易中心依靠上海建设国

际金融中心和支持各类要素市场发展的政策引导与有利环境，依托互联网技术成果和专

业团队，为工美艺术品的投资、收藏爱好者打造高效、快捷、公平的电子交易平台。 
 
六、发起人、承销人联系方式 
发起人：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玲 
电话：13906178816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建国 
电话：13801928166 
 
 
                                        发起人：上海创伟企业管理策划有限公司 

承销人：上海衡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