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完整填写可致钱币未获还原被退回

�

姓名（与客户身份证所书一致）

地址 

身份证编号

城市

电话

客户身份证资料（请以正楷清晰书写填）/ 法定地址（用于返还钱币）�
授权经销商/收藏家俱乐部会员姓名/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属
(金,银等)

钱币详情 / 版別
版别
标注

错体
币

True
View纪年

2

1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备注：

总数量：

面值 国家标明钱币
(普制/精制/样币)

当前评级 证书编号
申报价值

(每枚钱币均须填写)

服务等级

超大封装盒

附加服务

收藏家具乐部会员费

预计总费用 

无担保费预先费用计算 付款方式 (必填)

PCGS评级条款与条件授权签名

费用类型 数量 单价(¥)

¥65/枚

x =

¥460/年

总价(¥)

所有费用均须在PCGS处理您的订单之前授权支付。如未授权支付送评的所有相应费用，
将使您的订单延迟处理。PCGS保留修改送评表的权利，以反映当前及合理的评级费用。

现金                 银行转账                信用卡/借记卡                 支付宝

信用卡卡号

信用卡有效日期 持卡人签名

�
�

�

�

�

�

�

� �

�

就当前封装的钱币填写以下两栏附加服务

国家
邮箱

在PCGS办公室取回

直接送还客户

*您必须在提交时确认如何返还

-取回钱币必须出示与送评表上姓名/编
号相符有效身份证。

-客户须提前与PCGS办公室做好返还
安排。

钱币返还（请选择一项）

送评人总估价（必填）：

钱币总数量：

总附加费用： ¥

X ¥90 X ¥90 X ¥65

订单编号 ____________

发票类型代码 __________

接收日期 ____________

物品编号 ____________

仅供PCGS使用

本人已阅读并同意本表背面所载的PCGS评级条款与条件，亦对完整、
准确的填写送评表承担全部责任。如提交送评的钱币不符合已选择服务
等级，您下面的签名授权PCGS纠正订单并收取任何其他等级的费用，
并保证可能收取的保费，手续费和运输费。

加入PCGS收藏家俱乐部会员

460RMB/年 提交申请所需会员资格

本送评表仅供 P C G S 中国内地还原送评专用
（注意：PCGS将不负责不完整或不准确的订单，未能完整提交表格将延误订单。）

送评表编号

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PCGS)中国 •上海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675-685号长江新能源大厦10楼•邮编: 200001

电话：400-820-1988 • PCGS.com.cn • info@PCGS.com.cn  

未签名的订单将不予处理; 实际收费标准请参照www.PCGS.com.cn

© 2020上海品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有关送评说明及条款与条件，请见背面；客户请保留蓝色副本

授权签名 （必填） 日期

#

还原服务等级（每份送评表请选择一项）包含PCGS金盾服务
服务等级                               钱币最高价值(¥)                    每枚费用(¥)

还原罕品 无限制 1,550 (+3% GP)

请简签以下两条 (必填)

还原高价 625,000 750 (+3% GP)

还原优质 125,000 560 (+3% GP)

服务等级                                 钱币最高价值(¥)                    每枚费用(¥) 服务等级                                         钱币最高价值(¥)                每枚费用(¥)

还原普快 20,000 390 (+3% GP) 还原现代币(1955至今) 2,000 200

其他还原特惠 10,000 310 (+3% GP)

还原经济 2,000 195 (+3% GP)
*未被还原的现代币将收取评估费。不收取3%的预估担保费。
(最低75元)

送评服务类型:  (每份送评表请选择一种类型) 真品鉴定服务:  (每份送评表请选择一种类型) 适用于视为不可评级的钱币
评级 重新评级 提供详情的真品鉴定（预设） 不将真品装入封装盒换装

              本人明白所产生的费用将由PCGS厘定。在获得任何分级或还原
结果之前，我授权我的支付方式进行收费。

            本人授权PCGS将本人的钱币从现有的封装盒中取出(如适用)。凡封装在
PCGS盒中的钱币都受保障条款保护。本人明白所有其它评级分数是不获保证的。

（表格于2020年12月31日后无效）

 _________________



钱币还原重要信息

PCGS 还原服务条款与条件
在本表正面签字，即表示客户确认其已阅读下文所载的 上海品
吉伟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Collectors Universe (Shanghai) 
Ltd. 以下简称 “PCGS”）还原条款及条件（“协议”），并同意遵守
本协议，且进而同意 PCGS 有权倚赖并受益于本协议。
1. PCGS 将尽力在作为 PCGS 本服务的一部分提供的时限内（如有）
复原及评级钱币。 然而，PCGS 概不就因 PCGS 未能在任何特定时限
内归还任何钱币而导致的附带或相应损害赔偿，对客户承担任何责任。
2. 如客户尚未订立客户协议（客户谨此同意受客户协议条款的约
束），该协议的副本可于 www.PCGS.com.cn 查阅，客户于本协议
的签名应构成客户于客户协议的签名。客户重申载于客户协议中的
义务。客户保证，本文所提供的所有资讯准确可靠，并承诺，如客户
发现任何上述资讯有失准确，可及时予以纠正及更新该等资讯。
3. 还原及评级涉及个人判断，且需运用专业意见，该等因素可能
不时变化。因此，PCGS 不作任何保证或声明，且概不就 PCGS 
对任何钱币采用的还原程序及评定的等级向客户承担任何责任

（PCGS 网站 www.PCGS.com.cn 上所载的 PCGS 保证再送
评另有规定者除外）。
4.PCGS 将适当注意处理提交进行评级、重新评级或重新装入 
封装盒的钱币。然而，如 PCGS 确定客户的钱币在 PCGS 管有期
间遗失或损坏，客户将基于透过 PCGS 标准程序（该程序可能包
括向我们的保险公司提交一份申索书）厘定的该钱币的公允市场
价值获得赔偿。您在本表正面写明的申报价值仅用于估测承保范
围，而钱币的公允市场价值可能低于您的申报价值。合计责任无
论如何不得 超过钱币的申报价值。 PCGS 对带有焊接和 / 或粘
合成分的硬币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即使正确处理这些类型的物
品也可能会损坏。
5. 客户须在收到钱币后立即检查所有钱币，除非在客户收到钱
币后五 (5) 天内向 PCGS 报告，否则 PCGS 不就损坏或差异或
错误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钱币描述错误）。客户同意应要
求将任何描述错误的钱币交回 PCGS 予以纠正，并同意就因任
何描述错误的钱币的流通或出售所致的任何及所有损失及／或
申索向 PCGS 作出弥偿及保持 PCGS 免受损害。
6. 客户同意 (a) 于到期日向 PCGS 支付所有费用及其他收费；
(b) 任何拖欠结余均应按每年 10% 的利率累计利息，直至付清

（或适用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以较低者为准）；及 (c) PCGS 对
所提交钱币及 PCGS 或其关联公司管有的客户任何其他财物

（统称「财物」）拥有抵押权益，以取得其相关付款。一旦开始评级

后，向 PCGS 支付的费用将不予退还。客户谨此向 PCGS 授予财
物的转让书及留置权，金额为根据本协议条款到期应付的任何 
费用及其他收费。客户谨此授权 PCGS，于该等费用及其他收费 
到期时或之后的任何时间，在 PCGS 视为必要的司法管辖区及 
办事处，就完成财物抵押权益，提交适当的统一商业法融资声明。
如果 PCGS 自行决定在该过程中的任何时候确定所提交的申报
价值相对于该物品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了，或者客户提供的提交表
格被错误或不完整地填写，则 PCGS 保留相应调整 PCGS 分级
费用（包括任何运输或手续费）的权利。客户承认并同意，PCGS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 增加任何费用，而无需明确的客户通知。
7.PCGS 概不就以下情况对客户或客户可能代为行事的任何第
三方承担责任：(i) 任何人身伤害；或 (ii) 任何钱币的任何损坏
或其他情况，前提是客户无法证明损坏主要因 PCGS 在管有及
控制钱币期间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起，但如钱币的任何损坏因
PCGS 开启可能向 PCGS 提交评级时盛装钱币的 PCGS 或其
他钱币封装盒导致，则属例外。
8. 请注意，所有条款与条件均可变更。周转时间不包括邮寄时间，
并反映营业日。
9. 除非本文明确载有相反规定，否则 PCGS 不就有关 PCGS 商
品及服务的任何及全部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
对适销性及特定用途的适用性的保证。
10. 即使本文载有任何相反规定（但 www.PCGS.com.cn 所载
PCGS 评级及真实性保证书（「保证书」）项下的补救条款除外），
PCGS 因任何原因、作为、不作为或其他情况应对客户或客户可
能代为行事的任何第三方承担的最大合计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
过评级费用或少于客户为 PCGS 就根据本文提交还原的钱币提
供的该服务实际支付的金额。 PCGS 或其任何关联公司或其各
自的任何雇员、高级人员、董事或代理概不就任何间接、附带、特
殊、相应或惩罚性损害赔偿对客户或任何其他方负责，即使已告
诫可能出现该损害赔偿。
11. 在正常评级工作过程中，PCGS (i) 就提交还原及评级的每枚
钱币编辑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与钱币鉴别、铸造、状况及评级相
关的资料（「资料」）；及 ( ii) 可能会或已经为每枚有关钱币拍摄
或制作一张或以上数位或其他类型的照片、图像或复制品（统称

「图像」）。考虑到 PCGS 提供的还原及评级服务，客户谨此代表
其自身及客户代为行事的任何第三方授权 PCGS (i) 就根据本协
议提交评级的每枚钱币编辑并维护有关资料；及 (ii) 为每枚有

关钱币制作或安排制作一张或以上图像，并进而同意，PCGS 将
成为有关资料及所有有关图像的所有人，并且 PCGS 可将有关
资料及图像用于商业及 PCGS 经全权酌情决定视为适当的任何
其他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在任何媒体发表及再版或重现有关资
料及图像。在不限制前述一般性的情况下，客户代表其自身及客
户代为行事的任何第三方就本协议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向
PCGS 转让、传达、出让客户或任何有关第三方可能于或对资料
及图像（无论有关图像在什么媒体或以何种形式现或发表）拥有
的现有及此后获得的任何及全部权利、所有权及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版权、专利、商业秘密及商标的权利） 。
12. 如任何钱币被提交给第三方，客户声明并保证，该第三方同
意并接受本协议，并且已（在指明的地方）签署本协议之副本。客
户同意随时应要求向 PCGS 提供该第三方签署副本。
13.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此解释。凡因本协
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在 90 日内友好协
商 解决，经 90 日协商仍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
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应为上海。仲裁应由三名仲裁员用中文进
行三名仲裁员包括一名首席仲裁员应由各方通过仲裁程序共同
选举。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包括律
师费）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行规定。在仲裁过程中，各
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除正在仲裁的条款之外的内容。
14. 本协议的条款及条文，构成 PCGS 与客户（及客户代为行事
的任何第三方）就本协议主旨事项的完整协议，并取代有关各方
之前就本协议主旨事项订立的所有协议及谅解（书面或口头）。除
PCGS 授权经销商协第 5 条所载争议解决条文（优先于本协议
的第 13 条）外，如确定本协议与 PCGS 授权经销商协议之间存
在任何不符之处，概以本协议为准。如一项最终及不可上诉裁定
或具司法管辖权法院确定，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文于适用法律
下属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则该无效性或不可强制执行性不得影
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或条文的有效性或可强制行性。各方均应
签立并交付任何其他方可能求的额外文件及文书，以更好地证明
或实行本文所载协议，包括第 11 条所载权利转让及程序，并且
进一步同意，PCGS 有权倚赖并受益于该等条款及程序。
15. 如确定本协议与 www.pcgs.com.cn 所载本协议英文版本
之间存在任何不符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客户：于本表正面签名。

不是所有的钱币都可以被还原
在提交钱币之前，请详细阅读以下信息，并仔细考
虑钱币是否可以选择还原服务。无论提交的钱币是
否能够被还原，所有提交还原服务的钱币都将收取
评估费。

还原问题类型注意事项
氧化变色：除去氧化变色是最常见的还原，但是不是
所有钱币都能被还原的。由于外在物质或腐蚀性物质
而造成的异常氧化变色的钱币可以还原。被人为调色
的钱币是有可能被还原的，但人为氧化变色会掩盖表
面清洗或修改等其他问题。颜色较为丰富的钱币不会
还原为“白色”，PCGS 不会为了令钱币变白而除去原
有自然的氧化变色。
斑点： 另一种常见的有效还原方法是减轻或去除斑
点。斑点通常能够从银、镍和有包浆的钱币上减轻或
去除。现代币世界各地造币厂铸造 .999 银币中的发
白色“牛奶斑点”是一个例外。美国铸币局已经公开承
认牛奶斑点的问题，并将问题归咎于银比铸造使用金
属板的制造过程。金币上的斑点很难改善，而铜币上
的斑点几乎不可能在不损坏钱币的情况下消除。
白雾 : 从钱币表面去除白雾的还原通常是非常成功
的，然而包浆有时候会覆盖划痕、标记或其他表面问
题，因此去除包浆有可能会对钱币的外观产生负面的
影响。
磨损：没有可以逆转磨损的还原。如果钱币表面由于
正常流通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出现磨损，磨损是不能逆
转的。磨损永久地改变了钱币的品相。任何提交的钱
币还原服务需要还原磨损的将原样退还，并向客户收
取评估费用。
清洗 : 已被清洗的钱币无法还原。当钱币被清洗时，
其表面的光泽和原有的铜绿就会消失。通常情况下，
由于接触到布、刷子或其他清洁表面的介质，表面会
出现发纹。发纹无法去除，表面光泽和原有的铜绿不
能恢复。已清洗的钱币无法提交还原服务，钱币将被
重新评级并原样退还，并向客户收取评估费。
币面损坏：PCGS 不会为币面损坏的钱币提供还原
修补服务。包括被刮伤、销毁、粉碎、工具加工、钻孔、
堵塞、边缘磨损或以任何方式改变过的钱币。在还原
过程中，PCGS 不会添加或去除金属，也不会以任何
方式转移金属。损坏的钱币不能使用 PCGS 还原服

务中使用的非侵入性方法进行还原。提交还原的币面
损坏钱币将按原样退还，并向客户收取评估费。
隐藏的问题 : 许多钱币存在多种问题。例如，可能有
难看的斑点或氧化变色，但氧化变色的下面有实质性
的表面损伤。PCGS 还原可以去除氧化变色，但不能
解决表面损伤。如果这样一枚钱币被提交还原，它最
多会以一个“真品的”品相被归还。

金属
还原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钱币的金属含量。
以下是有关还原修复技术对各种类型金属的功效的
信息。
银 : 银币的还原通常是相当成功的。
黄金 : 如果是白雾或氧化变色的问题，金币通常可以
被还原。金币上的斑点通常无法去除。
镍 : 如果问题是难看的氧化变色、白雾或斑点，镍币
通常可以被还原。但是，镍币的还原成功率低于银币。
铜 : 通常还原服务无法起到作用。PCGS 永远不会使
用任何苛刻技术来剥离钱币的表面，也不会使用任何
技术来改变钱币的颜色和表面。因此，PCGS 将不会
试图恢复许多暗色调的铜币。
镀铜 : 1964 年后的镀铜钱币通常可以根据问题成功
还原。成功率与镍币相似。

还原候選币选择
PCGS 还原服务中效果最好的钱币有 :
氧化变色的银币 - 对于专业的专家来说，恢复银币上
缺乏光泽氧化变色的通常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几十年
来这一直是一个被市场接受的做法。去除氧化变色通
常不会影响钱币的表面，而且很多时候即使是行家也
察觉不到。
金、银、镍和镀铜材质伴有白雾的钱币 - 随着时间的
推移，许多钱币的外观会变得模糊有白雾，有时「钱币
医生」人为地使钱币变得有白雾，以假乱真的提高其
品相。钱币的白雾通常容易被还原。
精制金币 - 精制金币有白雾或氧化变色往往可以还
原并改善。
金、银、镍和镀铜材质伴有白雾的钱币 - 通常可以从
镍、银和镀铜钱币上去除斑点，前提是这些斑点没有
腐蚀钱币的表面。金币和铜币上的斑点通常是无法去
除的。

还原服务提示
还原服务在许多情况下通常会后很好的结果。然而，

不能保证还原服务将增加钱币的价值或得到更高的
钱币等级。在向 PCGS 提交钱币还原服务之前，有下
几点需要考虑 :
确保钱币的价值与还原服务费相匹配 - 一枚便宜的
钱币的价值可能低于这枚钱币的还原服务费用。
PCGS 还原服务不能将价值 1000 元的钱币还原成价
值 5000 元的钱币。除非费用与价值的比率不是问题，
钱币只有在价值不低于 700 元时才适合提交给
PCGS 还原。
不要期待奇迹 - PCGS 还原可以提高许多钱币的价
值，但它不能使已经被磨损的钱币变为全新的、逆转
清洗后钱币或把 MS62 变成 MS67。一些客户甚至提
交了伪造的钱币进行还原 - 我们不能使一个伪造的
钱币变成真品！
请记住，还原并不总是有效 - 有时结果会非常得好，
有时结果没有什么变化，有时结果会导致钱币出现更
负面的品相，有时 PCGS 无法提供还原服务。但是无
论钱币是否能够被还原，PCGS 将对所有提交的还原
钱币收取评估费。
请仔细阅读以上信息，并只将符合以上标准的钱币提
交给 PCGS 还原服务。

附加信息
真品鉴定服务– 凡提交的钱币均应视为真品钱币 ( 不
可分级 ) 。PCGS 可裁定钱币的状况是因人为还是环
境因素发生永久性变化。请在两个真品鉴定选项中选
择一项，每份还原送评表格只能选择一项。更多信息
请访问 PCGS.com/Grades。
第六条 - 您必填两条对 PCGS 还原服务费用，以及还
原服务仅适用于祼币或 PCGS 评级币作简签确认提
交装于其他评级公司封装盒内的钱币，需授权 PCGS
在对钱币进行初步评估后，将钱币从其封装盒内取
出。您确认从其他第三方封装盒内取出的钱币没有资
格获得评级保证。对于此过程中可能对钱币造成的任
何损害，PCGS 不须作出赔偿。您亦确认某些钱币可
能具有一些不明显问题，需待钱币从封装盒内取出方
可发现。如未能对本部分作简签确认，将导致您的订
单被延迟处理。
纪念章和徽章也可以提交 PCGS 还原，但在提交之
前，请确认 PCGS 将通过访问 PCGS.com/Token-
sandmedals 认证该纪念章和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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