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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价徐悲鸿巨制为何尴尬流拍
故法国画家赵无极的作品《1985年6月至10
月》（Juin-Octobre1985），该画作于2018年
9月在苏富比拍卖行香港拍卖中连佣金以5.1
亿港元成交。

5月24日晚间举行的佳士得香港春拍上演了戏剧性一幕。佳士得本季春拍最大王
牌、史上估价最高的亚洲油画徐悲鸿《奴隶与狮》因不足拍卖估价3.5亿港元的底线，
被当场宣布流拍。消息一出，引起业内人士的热议，多方声音猜测，估价过高、收藏群
体不够广泛、大师认知度不够国际化、作品技法争议等因素都是造成流拍的原因。谈
及此次流拍，佳士得拍卖方面回应北京商报记者称：巨作吸引多方买家强烈兴趣，但

复杂的市场信号

遗憾未能于竞投中觅得新主； 现已收到其他潜在买家咨询并会继续探索更多途径,以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徐悲鸿巨制流拍
并非首次。同为主题性油画作品的《愚公移
山》此前也经历过戏剧性的拍卖过程。
在2018年中国嘉德春拍的拍场上，徐悲
鸿《愚公移山》也是备受关注的“明星”拍品。
拍卖当晚，该作以1.2亿元起拍，经过十余次叫
价后，停止在1.89亿元关口。就在所有人等待
落槌的时候，拍卖师宣布该作品因未达到卖
家约定的最低成交价而流拍。
6个月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了《湖南
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艺术品的公
告》，公告显示，早前遭遇流拍的徐悲鸿油画
《愚公移山》，被湖南广播电视台以2.088亿元
（含税）的价格私洽买下。价格甚至还超过了
此前的“最低成交价”1.9亿元。而卖方是湖南
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湖南省有线
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手《愚
流拍与私洽的背后暗藏玄机——
公移山》，电广传媒一买一卖背后的差价达到
1.808亿元，已覆盖当年前三季度的亏损。
对于此次《奴隶与狮》的流拍，佳士得方
面也提出了通过私洽寻找新的可能性——
—
“现已收到其他潜在买家咨询并会继续探索
更多途径，以促成这一旷世巨作成交”。
在寄希望于峰回路转的同时，业界人士
普遍以理性的态度着眼于当下的艺术市场。
有业界人士指出，“近期的拍卖不断传达出复
杂的信号，虽然从一些高价作品中能看到恢
复的底气，但是许多竞标过程胶着，成绩不及
预期，传达着买家的疑虑”。

促成这一旷世巨作成交。

“
高调”遇挫

现当代艺术板块，佳士得以估值超13.6亿
港元的拍品加入春拍战团。据介绍，该艺术类
别本季拍前总估价为史上最高，也是佳士得
亚洲任何晚间系列拍卖的拍前最高估价。
5月24日晚，佳士得香港“二十世纪及当
代艺术晚间拍卖”和“国之瑰宝：徐悲鸿不朽
杰作”相继举槌，两个专场共75件作品上拍，
72件易手，3件过亿，成交率达96%，共斩获
15.85亿港元，成绩为去年秋拍之后，再度刷新
佳士得香港晚拍史上最高成交额。
板块新纪录之下，却现冰火两重天。4月
中旬，佳士得就官宣了徐悲鸿《奴隶与狮》为
本季王牌拍品，以3.5亿港元的亚洲油画史上
最高估价，在近一个月的宣传期里不断占据
各类新闻的篇幅。据报道，当晚该作从2.6亿港
元起拍，在3个电话委托的竞争中一步步升至
3.2亿港元，就在观者觉得将会稳步上升超越
估价时，众买家却突然长考，现场直播镜头对
准佳士得现当代艺术部主席的电话委托，经
过他与买家约5分钟的沟通，最终无果，遭遇
流拍。
据了解，2006年《奴隶与狮》曾在香港佳
士得以5603.5万港元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
油画的拍卖纪录。时隔15年后，该作又被赋予
了冲击中国油画拍卖纪录的使命，但最终未

能如愿。
对于此次流拍，佳士得拍卖相关负责人
以邮件方式回应北京商报记者：“ 今季有幸
于晚间拍卖中呈献徐悲鸿史诗级重磅杰作
《奴隶与狮》。此幅国之瑰宝巨作吸引多方
买家强烈兴趣，但遗憾未能于竞投中觅得
新主。我们现已收到其他潜在买家咨询并
会继续探索更多途径，以促成这一旷世巨作
成交。”
众说纷纭的意外

拍卖资料显示，这幅高1.23米、宽1.53米
的《奴隶与狮》创作于1924年，是目前所见徐
悲鸿最早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也是私人藏家
手中尺幅最大的徐悲鸿油画。徐悲鸿主题性
油画极为罕见稀缺，市场上有史以来出现不
超过6件。
如此巨制在拍场上的“高调”遇挫，业内
人士也众说纷纭。
在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
涛等多位业内人士看来，高估价或是造成流
拍的直接原因。季涛表示：“在上拍之前，看到
超3亿港元的估价就觉得或许不好出手，个人
认为两亿港元可能比较合理。”对于作品本身
的技法表现，季涛也认为存在争议之处：“ 整
体来说，徐悲鸿是一位保守的写实画家。而
这幅作品的画面中，有些笔触比较粗放，与

《奴隶与狮》
拍卖过程

《奴隶与狮》专场拍卖
作品目前由私人收藏，2006年11月购
自佳士得香港拍卖， 成交金额为 5388 万

10:00开始
1 在香港时间将近晚
从2.6亿港元起拍

港元， 刷新当时中国油画作品世界拍卖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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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将近15年后， 这幅画重返同一个

3个电话委托的竞争中
一步步升至3.2亿港元

拍卖场求售。 估价 3.5 亿港元至 4.5 亿港
元，成为迄今估价最高的亚洲艺术品。

他平时的作品风格、艺术理念不大相同。对
于这种创新或争议，可能正是引起买家犹豫
的原因。”
有统计数据显示，徐悲鸿一生作品约
3000幅，但油画却仅有100余幅。而在近20年
间，能够释出市场且来源清晰、保存状况良好
的作品仅在20幅左右。在收藏圈人士李军看
来，受众群体不够广泛、国际认知度不够或也
是导致巨制流拍的原因所在：“徐悲鸿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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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分钟之后
拍卖师宣布流拍

作品较少，专业藏家关注的并不多。伴随着国
内当代艺术以及海外华人艺术市场的蓬勃兴
起，徐悲鸿的油画作品近年来有些淡出人们
的视野了；且徐悲鸿在国际市场上的认知度
也不及其他近现代人物。”
在徐悲鸿作品遭遇流拍之际，同晚法国
华裔画家常玉和中国水墨画大师张大千的作
品分别以1.19亿港元和2.09亿港元高价成交。
有公开报道称，目前华人油画最高纪录为已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最严直播监管来袭“6·18”见分晓
给直播行为划红线

有人火出圈，有人被封禁630年。野蛮生
长过后直播营销终将被套上“紧箍”。5月25
日，是《办法》的正式实施时间，该《办法》是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部门在2021年4月
23日联合发布的。
在对直播营销平台的要求方面，《办法》
明确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健全账号及直
播营销功能注册注销、信息安全管理、营销
行为规范、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等机
制、措施。
根据 《办法》，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根
据直播间运营者账号合规情况、关注和访
问量、交易量和金额及其他指标维度，建
立分级管理制度，根据级别确定服务范围
及功能，对重点直播间运营者采取安排
专人实时巡查、延长直播内容保存时间
等措施。
《办法》还对主播们的年龄提出了明确限
制：“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为自然
人的，应当年满十六周岁；十六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申请成为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
营者的，应当经监护人同意。”
细化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
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时不得有的行为，《办
法》罗列了八条，包括“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不得营销假
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要求的商品等”。
《办法》还提出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黑
名单制度，将严重违法违规的直播营销人员
及因违法失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员列入
黑名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近期，殷世航快手被封、直播打赏乱象等频受争议……直播行业经历了几年的发展，诞生了李佳琦、薇娅等“正规

“
6·18”直播可检验执行力度

对比上述办法和其他部门发布的通知和
25日，《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一边是电商平台刚刚启动的“6·18”直播，一边是相
指导意见，赵占领认为，“5月25日实施的《办
法》应该是最细致、
最全面的，操作性也比较
关部门开始实施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直播类规范性文件，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注定成为直播规范化的试验场。
强，但最关键可能还在于后续的执行”。
谈到执行，电商平台开启的“6·18”直播
就是最好的试验田。
据了解，目前天猫已经启
中国直播电商平台发展——
—市场发展概况
动“6·18”直播，诸如“刘涛618预售直播，直播
人数高达200万”“618预售提前开启李佳琦、
2020年中国主要直播
薇娅直播间首日场观众均破亿”等报道均反
2018-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及增速
电商平台商品成交总额
映了“6·18”直播的热度。
市场规模
（单位：亿元）
增速
“除了‘双11’‘双12’，每年的‘6·18’也是
4000+亿元
电商平台的重要促销季。近几年每逢促销季，
12012
直播就成为吸引用户的主要手段，单场直播
600%
9610
销售额不断刷新纪录。除了电商平台，不少泛
5000+亿元
娱乐直播类平台同样把电商作为一种商业
226.2%
化手段，比如快手、抖音。5月25日实施的《办
4338
法》在
‘6·18’直播中的作用，将是一面镜子，
121.5%
3000+亿元
让相关部门、用户等来观察《办法》的执行情
25.09%
1330
况。
”赵占领说。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站在平台的角度，相关部门对网络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E
播的监管则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加速平台
人表示，《办法》对规范网络市场秩序，维护人 动，紧跟监管步伐。近日，据国家标准化管理 规范化管理、变现，这对行业长远发展有益
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委员会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公 无害。
官方企业同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
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示，美腕（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办法》提出“直播营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告诉北 “美ONE”）发布了《直播电商商品质量与合规 直播带货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在促进就业、
销平台应当及时处理公众对于违法违规信息 京商报记者，“5月25日正式实施的《办法》不 管理规范》。据了解，这也是直播电商行业的 提振经济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日发
内容、营销行为投诉举报。消费者通过直播间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属于规范性文件，但也 首个企业标准，网红美妆主播李佳琦则为美 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
内链接、二维码等方式跳转到其他平台购买 有强制约束力”。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直播用户规
ONE合伙人。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争议时，相关直播营
其实，相关部门针对直播行业已经发布
美ONE所公布的企业标准中，参考涉及 模已达6.17亿，网络直播从业人员也飞速增
销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多项通知和指导意见，比如2020年11月国家 19份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并同时在多个方面 长，全行业网络主播账号累计超过1.3亿。除了
提供必要的证据等支持。直播间运营者、直播 广电总局曾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 设立了极高的标准。比如，在部门机构设置方 人数的增长，在规模上，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
营销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 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同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面，将覆盖包括选品、合规、舆情监控、法务、 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930.3亿元，约有1500余
责任和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正当理由 发布过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 客服等部门，管理流程清晰，并实行动态优 家直播电商相关企业、近2.8万家网络直播营
拒绝消费者提出的合法合理要求”。
导意见。
化，持续改进流程及相应的部门设置、职责分 销相关企业。
此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除了国家层面，不少相关企业也闻风而 工和部门协同机制。
军”，同时也不断滋生各类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这背后折射出直播平台模式的弊端所在，也反映了监管层面的疏忽。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