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S 钱币还原
送评时注意事项：
将您的每一枚钱币都单独封装在聚酯薄膜袋中并稳妥

签署 PCGS 送评表即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如 PCGS

地包好，每袋只允许装一枚钱币。请注意：PCGS 强烈建

根据 PCGS 的评级标准及程序拒绝对任何钱币进行评

议您在送评任何钱币时都只使用聚酯薄膜袋。当钱币处

级，PCGS 不会退还已付的费用，因为有关拒绝评级该钱

于 PCGS 的评级流程时，惰性聚酯薄膜袋能更好地保存

币的决定需经由 PCGS 评级专家作出判断。

您的钱币。

假使同一张送评表中所含的送评服务类型或服务等级

如使用 PDF 在线送评表，请打印两份已填妥的送评表，

超过一种，您授权允许 PCGS 进行分单处理，且同意支

其中一份连同钱币一起送交至 PCGS 上海办公室，并保存

付任何额外评级，处理及运送费用（如适用）。

第二份，
用于向 PCGS 上海办公室出示并取回您的钱币。
如使用复写联单（四页表格），请撕下蓝色联（最后的联

从这里开始
还原服务指南

单）并留存。将其余的三份联单连同钱币一起送交至
PCGS 上海办公室。
无等级：PCGS 不对存在的严重洗毁，假包浆，表面损坏，
严重磨损过多，金属胚饼瑕疵，表面改变，PVC 损坏或类
似损坏迹象的钱币进行评级，只给出无等级代码，例如
98 毁损。

如需更多资料，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PCGS.com.cn联系客户服务部。

中国内地地区送评渠道：
PCGS上海办公室
（仅供经销商与收藏家俱乐部会员送评）

PCGS授权经销商

地

遍布全国24个省份与直辖市

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75-685号长江新
能源大厦10楼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请登陆www.PCGS.com.cn/dealers查询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至18：00
电

话：400-820-1988

邮

箱：info@pcgs.com.cn

请注意：您必须提前通过电话或邮箱预约送评，与客户服务
代表确认好时间后方可提交。PCGS上海办公室不接受任何
未预约的送评。

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www.PCGS.com.cn
info@PCGS.com.cn
© 2018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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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递交钱币至中国内地地区的PCGS上海办公室时，请
遵照下列重要指示，可避免您的订单处理出现延误。取
回钱币时，您必须向PCGS上海办公室出示您的送评表正
本及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与送评表上所提供的信息一
致）。送评表及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姓名必须一致，才能取
回钱币（已做出事先安排的除外）。如您有本指南未能解
答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PCGS.com.cn，联
系PCGS客户服务部。

6)版别：钱币的版别（如适用）。示例：1932年的
三鸟一圆，版别为Birds Over。PCGS并不能识别各
种钱币的所有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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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rueView： 若您有钱币需选择 TrueView 服务，
需要在送评表上为该枚钱币钩选“TrueView”选框。
PCGS TrueView 服务可以为您的钱币提供高分辨率
的数码摄影图像。费用为 65 元／枚。

送评编号：每张送评表有独立且唯一的编号，您可
用于查询此次送评。

10)当前评级/证书编号：如您送评的钱币已经封装
入盒，请在相应区域内填写当前的评级等级及证书
编号。

授权经销商/收藏家俱乐部会员姓名，授权经销商/
收藏家俱乐部会员编号：请以正楷填写。若您不是
授权经销商并且还未加入收藏家俱乐部，请勾选加
入收藏家俱乐部会员，费用为460元/年。

11)申报价值：送评的各钱币须在送评表上注明各自
的价值。此价值可确定钱币将使用的评级服务等级。
您的评级费用亦将由此处所填的总估值所厘定。

客户身份证资料：必须与您身份证上所列的信息完
全一致。
法定地址：请以正楷填写。该地址将作为钱币返还
时使用，请确保所填信息清楚可读。

12)备注：每枚钱币均预留了备注栏，方便列出希望
PCGS还原服务解决的问题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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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资料：这一个独立的包裹中所含的送评表总数。
钱币返还：您必须在送评时确认如何返还。您有表
格中所列的2个选择，请选择其中一项。
仅供PCGS使用：您无须填写，由PCGS人员填写。
还原服务类型：您表格中所列的3个选项，请选择其
中一项，每张送评表只能选择一项服务类型。选项
包括“现代币（1955年至今）”“高价现代币（
1955年至今）”和“标准服务”。如经PCGS验证
裁定提交的钱币不适合或不会受益于还原服务，该
类钱币仍可选择评级服务。未被还原的钱币，如亦
未接受评级服务，需收取￥65评估费。未被还原的
钱币如接受评级服务，须收取常规评级费用（经济
或以上等级）及￥65评估费。不可评分的真品钱币
会被封装，真品鉴定的详情将在标签上标注。
在此区域填写每枚钱币的描述，并注明其价值。
1)金属：制造钱币的金属种类，如金，银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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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值：钱币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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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错体币：请为您需要在封装盒标签上标示错体币的
钱币勾选错体币选框，费用为90元／枚。所有错体币
都必须使用普快或以上的服务等级。

2)纪年：钱币铸造年代及造币厂厂记（如适用）。

҄ͩ
13 ɽ̾ʔ

7)版别标注：请为您需要使用版别标注服务的钱币
勾选版别标注选框，费用为90元／枚。

ˈʵūʿ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AAAAAAǕĉǆɃǨмŀĀ͗ůȝύ2%)5ွǭ뺯

 ƍͳਜ਼뻛ŭψƎ뻜Ʋਭ̮ਜ਼ŖƬ͍ҲăɸĿ뻟ńʅӍӇ͆͗ůħ
Ӈଦ͗ҒůǘăҒʸͱăɩॼǘńʅ˖ӪĀ̮ਜ਼뺯

5)国家/地区：发行钱币的国家/地区。

+08ՏͳΟ____________________

 ˢˈ̐ńϢе

ńʅ˖Ӫ뻛ƲΎ̐ӇȪɑ˞ՊĂֻ뻜̞ߒ2%)5̇ඉ˖Ӫ

ˀȞ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CGS还原送评表格填写指南：

634606 [sh.sch.a4] V3 12/17

4)标明钱币（普制/精制/样币）：标明钱币是普制或
精制或样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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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签确认：您必须对PCGS还原服务仅适用于裸币或
PCGS评级钱币作简签确认。送交装于其他评级公司
封装盒内的钱币，需授权PCGS在初步评估之后将钱
币从封装盒内取出。您确认从其他第三方钱币封装
盒中取出的钱币没有评级保证。在此过程中可能对
钱币造成伤害，对此PCGS不须作出赔偿。您亦确认，
某些钱币要从封装盒中取出时才能发现问题。如未
能对本部分作简签确认，将导致您的订单被延迟处
理。
超大号封装盒/双层厚度封装盒费用：如果您的钱币
不适合封装在标准大小的封装盒中，超大号封装盒
将收取每枚¥65，双层厚度封装盒将收取每枚¥35。
此费用将在评级费用之外另行收取。
付款方式：请从表中所列4种付款方式中选择一种。
唯有钱币经过初步估值，还原和评级流程之后方可
厘定。总费用由PCGS全权厘定。
总数量：单张送评表中送评钱币数量总和。
总申报价值：同一张送评表上列出的钱币总申报价
值。列出的每枚钱币的价值仅代表您个人的评估，
也许并不符合其评级分数所对应的该类钱币在PCGS
价格指南中的价值。PCGS将裁定基于钱币最终评级
的2%费用。
授权签名：请在送评表下部签名并注明日期。未签
名的订单将不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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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递交钱币至中国内地地区的PCGS上海办公室时，请
遵照下列重要指示，可避免您的订单处理出现延误。取
回钱币时，您必须向PCGS上海办公室出示您的送评表正
本及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与送评表上所提供的信息一
致）。送评表及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姓名必须一致，才能取
回钱币（已做出事先安排的除外）。如您有本指南未能解
答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PCGS.com.cn，联
系PCGS客户服务部。

6)版别：钱币的版别（如适用）。示例：1932年的
三鸟一圆，版别为Birds Over。PCGS并不能识别各
种钱币的所有版别。





















1
2
3
4
5
6
7
8

҄ͩ
8
҄ͩ
9

9

҄ͩ
10







15 ౷ڑܨǩ

ਭ

9)TrueView： 若您有钱币需选择 TrueView 服务，
需要在送评表上为该枚钱币钩选“TrueView”选框。
PCGS TrueView 服务可以为您的钱币提供高分辨率
的数码摄影图像。费用为 65 元／枚。

送评编号：每张送评表有独立且唯一的编号，您可
用于查询此次送评。

10)当前评级/证书编号：如您送评的钱币已经封装
入盒，请在相应区域内填写当前的评级等级及证书
编号。

授权经销商/收藏家俱乐部会员姓名，授权经销商/
收藏家俱乐部会员编号：请以正楷填写。若您不是
授权经销商并且还未加入收藏家俱乐部，请勾选加
入收藏家俱乐部会员，费用为460元/年。

11)申报价值：送评的各钱币须在送评表上注明各自
的价值。此价值可确定钱币将使用的评级服务等级。
您的评级费用亦将由此处所填的总估值所厘定。

客户身份证资料：必须与您身份证上所列的信息完
全一致。
法定地址：请以正楷填写。该地址将作为钱币返还
时使用，请确保所填信息清楚可读。

12)备注：每枚钱币均预留了备注栏，方便列出希望
PCGS还原服务解决的问题之细节。

10

包裹资料：这一个独立的包裹中所含的送评表总数。
钱币返还：您必须在送评时确认如何返还。您有表
格中所列的2个选择，请选择其中一项。
仅供PCGS使用：您无须填写，由PCGS人员填写。
还原服务类型：您表格中所列的3个选项，请选择其
中一项，每张送评表只能选择一项服务类型。选项
包括“现代币（1955年至今）”“高价现代币（
1955年至今）”和“标准服务”。如经PCGS验证
裁定提交的钱币不适合或不会受益于还原服务，该
类钱币仍可选择评级服务。未被还原的钱币，如亦
未接受评级服务，需收取￥65评估费。未被还原的
钱币如接受评级服务，须收取常规评级费用（经济
或以上等级）及￥65评估费。不可评分的真品钱币
会被封装，真品鉴定的详情将在标签上标注。
在此区域填写每枚钱币的描述，并注明其价值。
1)金属：制造钱币的金属种类，如金，银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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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值：钱币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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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错体币：请为您需要在封装盒标签上标示错体币的
钱币勾选错体币选框，费用为90元／枚。所有错体币
都必须使用普快或以上的服务等级。

2)纪年：钱币铸造年代及造币厂厂记（如适用）。

҄ͩ
13 ɽ̾ʔ

7)版别标注：请为您需要使用版别标注服务的钱币
勾选版别标注选框，费用为90元／枚。

ˈʵūʿ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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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地区：发行钱币的国家/地区。

+08ՏͳΟ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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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GS还原送评表格填写指南：

634606 [sh.sch.a4] V3 12/17

4)标明钱币（普制/精制/样币）：标明钱币是普制或
精制或样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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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签确认：您必须对PCGS还原服务仅适用于裸币或
PCGS评级钱币作简签确认。送交装于其他评级公司
封装盒内的钱币，需授权PCGS在初步评估之后将钱
币从封装盒内取出。您确认从其他第三方钱币封装
盒中取出的钱币没有评级保证。在此过程中可能对
钱币造成伤害，对此PCGS不须作出赔偿。您亦确认，
某些钱币要从封装盒中取出时才能发现问题。如未
能对本部分作简签确认，将导致您的订单被延迟处
理。
超大号封装盒/双层厚度封装盒费用：如果您的钱币
不适合封装在标准大小的封装盒中，超大号封装盒
将收取每枚¥65，双层厚度封装盒将收取每枚¥35。
此费用将在评级费用之外另行收取。
付款方式：请从表中所列4种付款方式中选择一种。
唯有钱币经过初步估值，还原和评级流程之后方可
厘定。总费用由PCGS全权厘定。
总数量：单张送评表中送评钱币数量总和。
总申报价值：同一张送评表上列出的钱币总申报价
值。列出的每枚钱币的价值仅代表您个人的评估，
也许并不符合其评级分数所对应的该类钱币在PCGS
价格指南中的价值。PCGS将裁定基于钱币最终评级
的2%费用。
授权签名：请在送评表下部签名并注明日期。未签
名的订单将不予处理。

PCGS 钱币还原
送评时注意事项：
将您的每一枚钱币都单独封装在聚酯薄膜袋中并稳妥

签署 PCGS 送评表即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如 PCGS

地包好，每袋只允许装一枚钱币。请注意：PCGS 强烈建

根据 PCGS 的评级标准及程序拒绝对任何钱币进行评

议您在送评任何钱币时都只使用聚酯薄膜袋。当钱币处

级，PCGS 不会退还已付的费用，因为有关拒绝评级该钱

于 PCGS 的评级流程时，惰性聚酯薄膜袋能更好地保存

币的决定需经由 PCGS 评级专家作出判断。

您的钱币。

假使同一张送评表中所含的送评服务类型或服务等级

如使用 PDF 在线送评表，请打印两份已填妥的送评表，

超过一种，您授权允许 PCGS 进行分单处理，且同意支

其中一份连同钱币一起送交至 PCGS 上海办公室，并保存

付任何额外评级，处理及运送费用（如适用）。

第二份，
用于向 PCGS 上海办公室出示并取回您的钱币。
如使用复写联单（四页表格），请撕下蓝色联（最后的联

从这里开始
还原服务指南

单）并留存。将其余的三份联单连同钱币一起送交至
PCGS 上海办公室。
无等级：PCGS 不对存在的严重洗毁，假包浆，表面损坏，
严重磨损过多，金属胚饼瑕疵，表面改变，PVC 损坏或类
似损坏迹象的钱币进行评级，只给出无等级代码，例如
98 毁损。

如需更多资料，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PCGS.com.cn联系客户服务部。

中国内地地区送评渠道：
PCGS上海办公室
（仅供经销商与收藏家俱乐部会员送评）

PCGS授权经销商

地

遍布全国24个省份与直辖市

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75-685号长江新
能源大厦10楼

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请登陆www.PCGS.com.cn/dealers查询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至18：00
电

话：400-820-1988

邮

箱：info@pcgs.com.cn

请注意：您必须提前通过电话或邮箱预约送评，与客户服务
代表确认好时间后方可提交。PCGS上海办公室不接受任何
未预约的送评。

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www.PCGS.com.cn
info@PCGS.com.cn
© 2018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