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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斤和田玉【世博双玺】火爆发行
国家质检中心逐一鉴定，确保每套均为纯正的和田玉

日前，经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授权，以故
宫乾隆帝玺后玺为原型，用 4 公斤上等和田玉
雕琢而成的珍贵级特许藏品“世博福寿双玺”，
在中国馆面向全球隆重首发。

世博局相关人士分析，迫于和田玉价格的
升值压力，收藏者对和田玉【世博双玺】的涨价
预期高涨，【世博双玺】发行配额严重紧张，预计
世博双玺将进入“白热化”阶段。预计本轮上浮
在 1000 元左右，在此提醒已收藏世博双玺的收
藏者在转手时注意关注。

故宫专家、国学大师、玉雕
大 师 组 成 空 前 专 家 团 队 打
造世博传世宝玺

中国首次举办世界博览会，
意义十分重大，为彰显璀璨的中
华民族文化，展示中国玉文化的
精髓，打造一款世界级的“宝
玺”，《世博和田玉福寿双玺》
组成了空前强大的专家团队，专
家组曾七下昆山，寻找最优质的玉
料，最后选定昆仑山五千米雪线以
上的稀有和田玉为“宝玺”的原材，
众多专家大师联袂巨制传世收藏
珍品，要不是世博盛会，如此精品
巨制根本是难得一见！

古有帝后“传世玉玺”，今
有中华“世博国玺”

世博和田玉福寿双玺重 4 公
斤，印体硕大，整块玉玺选用上等
和田青玉纯手工雕刻，玉质细腻、
滋润。玺基总长 20 . 10cm 代表 2010
中国上海世博年，玺基高 5 . 1cm 代
表上海世博会开幕于 5 月 1 日，玉

玺通高 10 . 31cm 代表上海世博会
闭幕于 10 月 31 日。帝玺为交龙钮，
寓意龙威天下，玺基雕刻历代皇帝
手书的 99 个“寿”字，帝玺为天，所
以玺印篆刻乾隆手书圆印“寿”
字，玺基玺印共 100 个寿字，取意
与天同寿。后玺为螭虎钮，寓意守
护苍生，玺基雕刻历代皇帝手书的
99 个“福”字，后玺为地，所以玺印
篆刻乾隆手书方印“福”字，玺基玺
印共 100 个福字，取意福泽万代。

国家质检、世博特许、手工
孤品确保 4 公斤均为真正和田玉

每一套《世博和田玉福寿双
玺》均由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授权方可制造，世博官网备查，
并均配有国家质量检测中心出具
盖有钢印的《鉴定证书》，鉴定
结论 4 公斤玉玺均为真正的和田
玉。每一套《世博和田玉福寿双
玺》均为纯手工雕刻，玉玺大小
虽然相同，但每一套的雕刻均不
相同，件件均为孤品、珍品。

昆仑极品和田玉，国家每
年限量开采，此次世博会后，
4 公斤和田玉恐怕难以再现

世博和田玉福寿双玺在取
材方面颇为重大，首次动用
“国家资产”，选定我国昆仑
山五千米雪线以上的稀有和田
玉，是和田玉中的“皇冠级”
品种，市面上一般很少能见到
“真迹”。和田玉已是我国近
乎枯竭的矿产资源，经过这次
后，和田玉的矿产资源将更加
稀少，日后大到 4 公斤这样的
和田玉恐怕很难见着了，现在
和田玉每年的涨幅都在 50% 以
上，老话说“藏玉十年，万顷良
田，”说的就是这样的大玉。

精品和田玉比黄金贵 40
倍，每克市价已超过万元， 4
公斤世博玉玺物超所值

近年来，和田玉的价格涨
幅超过百倍，在刚刚过去的
2009 年，和田玉也没有停止上
涨的脚步，据了解，一套名家
的四法器售价达 180 万元，最
贵的精品和田玉每克售价超过
10000 元，比黄金贵四十倍。正
是缘于精品和田玉的价值潜
力，《世博双玺》一经亮相就
受到了许多玉石爱好者的普遍

关注，资深玉石专家表示，世
博和田玉福寿双玺的“裸玉”
价值就已超乎寻常，国家此次
发行的宝玺可能是近年来玉器
界“动作最大的”。有关方面
称，随着和田玉价值的不断升
温，世博宝玺的价值潜力有望
进一步扩大。

乾隆玉玺拍出亿元天价，
深藏故宫的乾隆“帝后双玺”
更是无价之宝

近些年，玉玺不断创出升
值传奇，今年 6 月 26 日清“乾
隆青玉螭龙玉玺”在台湾拍出
4 亿 8250 万元新台币，折合人
民币约 1 . 018 亿元，而奥运玉玺
也从 2008 年到现在短短两年竟
从 5 . 6 万元的发行价一路涨到
56 万元，整整上涨了 10 倍，可
见玉玺已经成为当前最热门的
收藏升值龙头了，“乾隆帝后
双玺”一直以来深藏故宫，
2010 年中国首次举办世博会，
以“乾隆帝后双玺”为原型由
数位国家级大师专家联袂打造
的《世博和田玉福寿双玺》无
论从玉玺的发行背景还是从收
藏意义来讲都有所超越，因
此，有望超越奥运玉玺两年就
飞涨 10 倍的升值纪录。

世博会接近尾声！
收藏[世博双玺]的最后机会

专家惊呼，此次世博会后，再
也不会出现如此重量、如此规格的
和田玉玺，一旦错过终身遗憾。

10 月 31 日世博会闭幕，最具代表中
国特色世博会的世博双玺发行也进入高
潮。收藏世博，收藏财富，许多市民为了抓
住世博收藏的最后时机，放弃去看世博会
也要先定一套世博双玺。更有市民坦言错
过2008 年的奥运玉玺，无论如何也不能错
过这次的世博盛会发行的世博双玺了。收
藏了世博双玺看不到世博会也没有遗憾！
以下是在全国各地发行现场的见闻：

■要不是世博限价，花两万连 1
公斤的和田玉都买不到

现场直击

在上海，一位资深玉器收藏人
士说：不到现场，真感觉不到《世
博双玺》带来的震撼，平常一个小
和田玉坠也得几百块钱，不是世博
限价，花两万连 1 公斤的和田玉都
买不到，更甭说玉玺了。

■奥运玺两年飞涨 10 倍，世博
玉玺涨幅会更快！

刘先生说，奥运玉玺在发行的
时候，人们都觉得挺贵，没舍得下
手，可没想到两年后涨了 10 倍，都
在后悔，现在世博福寿双玺低价发
行，涨幅一定会更快！

■送帝后双玺，送的是镇宅旺
运、与天同寿、福泽万代

一位女士到现场一下就买了 5
套，她说现在送礼都不知道送什么好
了，今年正好赶上世博会，这世博帝
后双玺光和田玉就 4 公斤，还有皇帝
的 100 个福和 100 个寿，这送的可是
镇宅旺运、与天同寿、福泽万代。

■送世博玉玺，送的是品味，
送的是尊贵

一位公司老总亲自来预定 10 套，
好东西我见多了，世博福寿双玺雕工精
细，外型气派、尊贵，今年是世博年，送
礼送世博福寿双玺最有意义，也最有面
子！光和田玉就4公斤，还有皇帝的100个
福和100个寿，真是吉祥如意送到家呀！

——— 发行公告———
《故宫国宝——— 世博双玺》由上

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授权制造，国家
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逐一鉴定，确
保每套均为真正和田玉，每套均有专
属收藏号码，确保权威、真实、唯一。
世博官方限量：6000 套
世博特许批准编号：P14010
世博特许限定首发价：19800 元

山东省指定发行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30

号(济南市博物馆)一楼收藏专柜
世博收藏专线：
0531-82137268 15854189848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110 号
半岛都市报一楼展厅右侧收藏专柜
世博收藏专线：
0532-88867266 18663996526

专家直言

2008 奥运玉玺一年疯涨 10 倍，乾隆玉玺拍出亿万天价，国之
重器、屡创升值传奇

4 公斤【世博双玺】，必创升值传奇！

4 公斤“世博双玺”与“2008 奥运单玺”价值对比一览表

对比信息 【 2008 奥运单玺】 4 公斤【世博双玺】

发行背景 2008 北京奥运会特许发行 2010 上海世博会特许发行

玉玺材质 昆仑山和田玉 昆仑山和田玉

创作大师 国家级工艺美术雕刻大师 国家级工艺美术雕刻大师

设计造型 奥运会徽、蟠龙造型等 世博会徽、蛟龙、螭虎造型等

原始发行价 56000 元 19800 元

目前市场价 55 万元以上 /

【故 宫帝后玉玺】总设计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先生。

【故宫帝后玉玺】篆刻大师：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玉书先生。

【故宫帝后玉玺】收藏顾问：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广文先生。

【故宫帝后玉玺】收藏顾问：故

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张荣女士。

【故宫帝后玉玺】玉雕大师：中国

玉雕大师、工艺美术大师顾峰先生。

【故宫帝后玉玺】文化总顾问：国学

大师、书法家、文学家文怀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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