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大纲



2



3

2018.1版本 (2018年1月)
公司简介.......................................................................................................................................................................................... 3
产品质量和工艺............................................................................................................................................................................... 3
销售条件.......................................................................................................................................................................................... 4
开立帐户的条款与程序................................................................................................................................................................... 6
买家登记.......................................................................................................................................................................................... 6
拍卖会验皮...................................................................................................................................................................................... 7
验皮................................................................................................................................................................................................. 7
验皮区监管员(管理员)..................................................................................................................................................................... 7
拍卖事项.......................................................................................................................................................................................... 8
竞投叫价差额价位表....................................................................................................................................................................... 8
信息屏幕.......................................................................................................................................................................................... 8
销售程序.......................................................................................................................................................................................... 8
捆和捆串制度.................................................................................................................................................................................. 8
原买家............................................................................................................................................................................................. 9
降价................................................................................................................................................................................................. 9
错误................................................................................................................................................................................................. 9
价格底线.......................................................................................................................................................................................... 9
特殊销售.......................................................................................................................................................................................... 9
买家奖励.......................................................................................................................................................................................... 9
发票程序........................................................................................................................................................................................ 10
发票金额的货币兑换..................................................................................................................................................................... 10
拍卖费用........................................................................................................................................................................................ 10
货运............................................................................................................................................................................................... 10
发票表格........................................................................................................................................................................................ 11
付款............................................................................................................................................................................................... 12
跟单信用证支付条款..................................................................................................................................................................... 13
起息日........................................................................................................................................................................................... 14
利息率........................................................................................................................................................................................... 14
货物仓储费用................................................................................................................................................................................ 14
货物运送........................................................................................................................................................................................ 15
商标配发........................................................................................................................................................................................ 16
预定商标........................................................................................................................................................................................ 17
青紫兰........................................................................................................................................................................................... 18
阿富汗卡拉库、斯瓦卡拉、野生毛皮和海豹皮................................................................................................................................ 18
狐狸皮........................................................................................................................................................................................... 18
接待处........................................................................................................................................................................................... 19
租车............................................................................................................................................................................................... 19
酒店预订........................................................................................................................................................................................ 19
网络服务........................................................................................................................................................................................ 19
财务办公室.................................................................................................................................................................................... 20
外币兑换........................................................................................................................................................................................ 20
现金支付........................................................................................................................................................................................ 20
支付定金和开具发票..................................................................................................................................................................... 20
银行收费........................................................................................................................................................................................ 20
办公设施........................................................................................................................................................................................ 21
餐厅/哥本哈根餐厅....................................................................................................................................................................... 22
验皮课程........................................................................................................................................................................................ 23
各国驻丹麦大使馆......................................................................................................................................................................... 24



4

历史悠久的拍卖行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毛皮原料拍卖行，哥本哈根皮草凭借着
严密的质量分级体系和多年的工艺实践在业内享有盛名。在丹
麦养殖户的倡导下，公司以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成立于1930年。
自1946年以后，我们就开始不间断地举办了多次拍卖会。哥本
哈根皮草是第一家创立销售机构的皮草公司，我们对于产品质
量分级的精益求精成就了国际高品质毛皮贸易行业的领先供
应商地位。去年，我们销售的水貂皮张数量约为2800万张。
我们的卖季贯穿整个日历年度，新的皮张也在此时开始上市。
每年伊始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在当年2月份的第一次拍卖会
期间，我们总部10万平米的办公空间成为了全球毛皮贸易行
业的一个缩影。每次拍卖会开始前，我们都会邀请客户在验皮
期间前来检查皮张，他们和拎皮员一起了解展示的示范捆的特
点。我们是全球水貂皮市场价格的制定者，截至2017年9月拍
卖会当年销售的皮张总价值超过了10亿美金。
1966年竣工的拍卖大厅也极具风格，这是一个可以容纳450
个席位的六边形的房间。这座大厅结合了丹麦古典和现代建
筑风格，丹麦设计大师安恩•雅各布森亲自设计的青绿色椅子
以及红木和乌木墙板。2013年进行了翻修，目的是减少室内的
回音，同时给拍卖官提供清晰的视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在拍卖进展热烈的时候，每三秒钟就会售出一捆皮张。

产品质量和工艺
每年哥本哈根皮草拍卖行都会收储世界上质量上乘和品种稀
有的皮张，这些皮张都需要通过严格的品控流程。它们需要经
过多次检验，按照品种、性别、尺寸、颜色、底绒色泽和质量标
准进行分级。在最新科技的帮助下，具有数十年丰富经验的产
品质量经理将会对分级后的皮张捆把进行人工复查，从而在
最大限度上保证验皮分级的准确度。

哥本哈根皮草凭借着高水准的产品工艺成为时装和设计界的
一股重要力量，哥本哈根皮草的质量商标已经成为业内效仿
的标准。此外，我们还与高级定制时装公司和子品牌.Oh!.by.
Kopenhagen.Fur开展合作。

哥本哈根皮草设计中心坐落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建于19
世纪的建筑内，承载着联结时尚前沿的工作。作为设计和创意
中心，这里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艺样品以及工作和培训的场
地。设计中心每年都会邀请世界知名的设计师和时装公司来到
这里，同中心里技艺娴熟的工艺技师相互切磋。此外，设计中
心里还有一个服饰展厅，里面陈列的款式既包括经典风格，也
包括颠覆传统的创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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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条件

基本条款
1、. 以下名词表述的含义适用于整个销售条件：
. “拍卖官”是指代表公司进行拍卖的人；
. “公司”是指位于丹麦格洛斯楚普.Langagervej.60号的

哥本哈根皮草公司，邮编为DK-2600；
. “捆把”是指公司销售的每捆产品；
. “起息日”是指按照公司指定的具体日期，要求买方支付

具体产品货款的日子；
. “买方”是指公司销售给其产品的任何人（无论是自己

购买产品或是为他人代理购买产品），同时视具体情况
允许其将产品转给任何受让人；

. “受让人”是指以销售条件为依据，受让买方转让销售
合同中权益的人。

2、. 公司在其经营场所通过拍卖官举行拍卖会，销售来自
不同个人和法人实体的毛皮。所有交易均以丹麦克朗成
交，付款应以丹麦克朗或公司同意入账的货币进行。

3、. 任何人在拍卖会上出价竞投，无论是个人或是代表其他
个人或者法人实体，都表示全面接受本销售条件。如该
人代表其他个人或法人实体竞投，其代表的有关个人或
法人实体也完全接受本销售条件。

产品拍卖
4、. 拍卖的毛皮及成捆毛皮分别以落槌成交时的实际状况为

准。派发的目录内所载的一切资料，以及作为陈列毛皮
而提供的一切样品皆为检查毛皮提供指引，公司并不为
之承担责任，买方应在拍卖会举行前检查毛皮。对于每
捆拍卖毛皮的构成，质量，描述，状况，适用程度和其他
有关事宜，恕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论毛皮是
否有缺点或瑕疵，一旦落槌，买方即必须接受所承购的
毛皮在落槌时的状况，买方亦因此放弃就任何瑕疵提出
索赔的权利。

拍卖规则
5、. 毛皮一律成捆出售，但出价时以每张价格为单位，每捆毛

皮的购买价即为每张毛皮的价格乘以该捆毛皮的张数，
公司可决定叫价的最低金额，价最高者得。如果有两人
或以上皆提出最高叫价，或者发生与出价有关的争议，则
拍卖官将要求进一步出价。在要求进一步出价后仍未能
解决的，拍卖官有权自行判断最终确定何人出价最高。

. 公司保有权利可在拍卖会举行之前或举行期间，更改货
品拍卖次序，自行出价竞投或撤回拍卖货品。公司可拒
绝接受任何买方的出价，而且无义务解释拒绝的理由。

. 任何个人的出价随着落槌而被接受，此时该人即有个人
责任为所各购买的毛皮付款。如该人代表其他个人或法
人实体竞投，则须代表竞投的个人或法人实体（即买方，
以买主号码识别）就支付购货款项承担个人及连带责
任。

. 由落槌的时候开始，公司即代表买方保管毛皮，风险则
由买方承担，但只有在买方完全履行付款责任后，有关
的毛皮方会交予买方。除下述第15节的规定外，对于保
管期间毛皮所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坏，公司概不负责。

6、. 出价有错误时，买方应于现场提出，最迟须在目录上随
后之20项货品推出拍卖之前提出，所有在此之后提出的
要求均不具有任何效力，公司对此概不接受。

费用结算和货品运输
7、. 买方应按要求，在拍卖会举行前，举行期间或之后，遵照

公司的要求和指定方式支付订金或增付订金，作为购货
的担保。

8、. 除货品购买价外，买方还须支付拍卖费，具体要求根据每
次拍卖会之前公司公布的销售目录而定。此外，买方也须
支付在落槌后所购毛皮可能产生的利息和其他费用。

. 毛皮以仓库交货价格条件出售（丹麦格洛斯楚普总部），
因此与货物交付有关的任何费用，如出口许可证、清关、
佣金增值税（如适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均须由买方支付，
具体要求参见哥本哈根皮草的物流费用标准。

. 此外，买方还须支付进口毛皮有关的任何费用，包括进
口清关费、代理费及其他类似费用，具体要求参见哥本
哈根皮草的物流费用标准。另外，装卸、包装、包装监督
和其他与交付有关的开支亦须由买方支付，具体要求参
见哥本哈根皮草的拍卖费用标准。

.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如适用），并将由公司的指定
货运代理商开具发票。

9、. 到期日（清账日）为拍卖会最后一天之后的第二十一日，
届时买方的所有责任均须于到期日办公时间结束前履行
完毕。

货品所有权，转让和风险
10、.如果买家想把所购毛皮转让给第三方，买方须通知公

司，由公司决定是否同意转让。受让人须承担原买方在
这项买卖上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该权利和责任应符合本
销售条件，以及公司与原买方达成的其他条件，原买方
须承诺保证受让人将承担这项买卖相关的所有权利和责
任，同时确保转让行为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此外，原买
方和受让人的责任还应包括原买方和/或受让人要求将
毛皮转运到本公司在亚洲仓库的任何其他义务。

. 在所转让毛皮的购买价未获全数支付前，买方仍须承担
一切有关责任，并且在受让人本身未能履行责任，或者
由于出现与购买该批毛皮有关的其他原因而导致责任
未获履行，买方均有责任按公司要求履行有关责任，事
前无须另获通知。除非买方在到期日（清账日）前已缴
付25%的订金，或者公司在到期日（清账日）后四周内
没有通知买方受让人未能履约，买方一律不须承担责
任。25%的订金计算方式基于货品的成交总价和拍卖
费，具体要求详见第8条中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不会在
未通知买方的情况下，给予受让人额外的时间或其他宽
限。

. 所购的毛皮在拍卖期间或拍卖之后一律不得从一买主号
码转去另一买主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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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担保和利息
11、. 如在付款到期日仍未支付货款，买方必须从到期日（清

账日）开始按每次拍卖会前公布的利率支付利息。利率
可以更改，但须提前21天通知买方，公司收取利息并不
等于放弃销售条款中所陈述的各项权利。

12、.在买方未履行其所有责任前，公司仍拥有所售出毛皮的
所有权。如果买方在付款到期日仍未能履行对公司的责
任，或者买方无力偿债、破产、终止付款、面临无力偿债
或破产的任何情形，所付的订金或已付的款项均会被没
收。公司有权取消有关买卖并重新将毛皮出售，不再另
行通知，并保留所得。对于毛皮重新出售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利息等其他费用，买方须如数偿付给公司。

13、.公司有权扣押并处置公司及其代理人控制下的所有毛
皮，作为向买方索赔的担保。公司在任何时候对有关毛
皮均拥有留置权，用以偿还买方欠公司的所有债务，不论
该债务是否与购买价有关，或者是基于其他原因所致。
如果买方在付款到期日仍未能履行对公司的责任，公司
有权对货品进行扣押，无须遵循法定流程、通知义务或
时间周期的要求，公司有全权按第12节所述的方式处置
有关毛皮。

货品交付
14、.所购买的毛皮在公司位于丹麦格洛斯楚普总部的仓库（

交付地点）交付。于此，毛皮将会在买方已履行其义务
的前提下，于拍卖次日起按适当次序从仓库分发。凡因罢
工、骚乱、灾害、事故及政府机构的干涉或公司无法控制
的其他原因，导致公司无法进行上述交付，买方一概无
权取消买卖或提出索赔，而在障碍消除时买方须尽快履
行其责任。

仓储存放
15、.对于仍在公司仓库中的毛皮，公司须自费投保火险和盗

险。但在买方履行其责任的前提下，除以保险公司的赔
款偿给买方外，公司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无论在何种
条件下，公司均无须承担任何收入损失或其他间接损失
的赔偿责任。公司的责任仅限于涉及货品的价值，具体
以公司出具的发票为依据。

法律和管辖权
16、.如果公司与买方，或买方已转让其权利和责任的第三

方，或对购买价格负有支付责任的任何其他方产生任何
争议，有关案件应服从丹麦法律。此类案例将由哥本哈
根海事及商业法院审理，但是公司愿意由其他管辖权的
法院审理或者提交仲裁时除外。

. 公司有权就诉讼或仲裁所引致的法律或其他支出（即有
关的法院和合理的律师费）提出索赔。

适用条件和有效期
17、. 本销售条件具约束力。只有经公司就每一具体情况以书

面同意修改，本条件方可更改。

18、.本销售条件所确立的一切权利，即使公司未行使其中一
项或多项权利，仍然完全有效及适用。

19、.如果这些销售条件的任何条款或某一条款的任何部分
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则其余条款

. 以及某一条款当中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以外的部
分，应继续具有完全效力。

20、.本销售条件为英文原件的中文译文，对于销售条件产生
的分歧，应以英文原件中的文字为准。

21、. 本销售条件自2018年2月6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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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帐户的条款与程序
所有从未与哥本哈根皮草进行过交易的公司，必须提交下列
资料，经审核符合一切规定后，方可取得在拍卖场内竞投的
权利：

1、.公司名称，地址，e-mail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等资料。

2、.具有公司代表决策权的人员姓名及其签名式样。

3、.代表公司在拍卖会上采购的人员姓名和护照复印件。

4、.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5、.公司最近一期由注册会计师审核的会计报表。

6、.公司选用银行的资料。

7、.凡驻欧盟内的公司须同时将增值税发票号码通知本中
心。

8、.预计采购计划，包括毛皮种类，张数及估计金额总值。

9、.相当于采购计划金额最少百分之二十五作为按金，可用下
列任何一种方式支付：

. -. 由一家信誉昭著的第一银行发出的银行担保书，而该
项担保必须为Nordea.Bank.Denmark.A/S所接受。

. -. 开立一份不可撤销的备用信用证。

. -. 或以现金形式存入哥本哈根皮草。

此外，敬请详阅哥本哈根毛皮中心的销售条件。

请联络客户部负责人Brian.Tufvesson先生，索取买家号码。

买家登记
当您抵达本拍卖行后，请在接待大堂的圆形服务台填写一份
登记表格，并签字。如果您已经获得买家号码，请直接到客户
部索取表格，如果尚未取得买家号码，请与Brian.Tufvesson
先生取得联系。

您只有签署妥当登记表格，方可取得买家编号，参与竞投。
因此，务必请在抵达哥本哈根皮草后立即填妥登记表格。

拍卖会验皮
拍卖开始前，您可以在指定的验皮区提前检验示范捆。

在1号馆的楼梯旁以及地下室衣物存放柜台对面的架子上您可
以找到拍卖目录。目录包括拍卖的各种水貂的信息。您也可以
找到与此类似的狐狸及野生皮的拍卖目录。

拍卖目录由一长串6位数字的捆/把号码组成。只有捆/把号码
带星号的第一捆/把（示范捆）会被放在验皮区供买家提前检
验。其余的捆/把将被放在位于地下室的仓库。

所有示范捆被挂在手推车上放在验皮区。在每一区都会有明
显的标牌显示皮张的种类及性别。

在拍卖目录每页的下面会有一个6位数字的号码。此号码代表
了挂有此目录页上的皮张（捆/把）的手推车的号码。因此，在
相应的手推车的顶部木板上应标有相同的号码。

验皮
示范捆可在以下时间范围内可被检视：

开放时间
验皮日. 08：00.–.18：00
最后一个验皮日. 08：00.–.20：00
拍卖日. 08：00.–.拍卖结束后2小时以内

为了保证我们在您到来之前为您安排好帮助您拎皮的服务人
员，请在预定表格上注明您预计到达哥本哈根皮草的时间。
在您不再需要拎皮服务人员的时侯，请通知验皮区的管理人
员。

验皮区监管员（管理员）
您会在验皮区找到两位管理员。管理员可以解答您关于供应
皮张（数量和相应示范捆所在位置等）以及拍卖日期及时间的
问题。
如果您对验皮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分机：1098或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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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事项
销售时间表将于拍卖前印发，包括拍卖日期、每日拍卖的开始
时间、拍卖的毛皮种类、以及拍卖次序等相关信息。

除另行通知外，毛皮将会按目录所订的次序拍卖。

拍卖日程安排表载有每项拍卖的预计时间，这些估计数字仅
供参考之用。请注意午餐一般在中午十二时开始，时间约45至
60分钟。

拍卖以英文进行，竞投以每张毛皮的丹麦克朗（DKK）价格为
单位，按照毛皮的价格，每次出价竞投均有既定的叫价差额。

您竞拍的买家号码将由客户服务柜台提供。

竞投叫价差额价位表

所有皮张品种
价格（丹麦克朗） 差额

10-150 DKK...2
150-350 DKK...5
350-700 DKK.10
700.以上 DKK.20

信息屏幕
拍卖场内设有一信息屏幕，列明毛皮种类及捆号，以方便买家
随时跟踪拍卖进程。另外，这个显示屏，以丹麦克朗和美元显
示最新的竞投价位，这些价格只供参考使用。

销售程序
当拍卖官宣布即将出售的捆号，并提出底价时，拍卖即告开
始。买家可举手出价，由拍卖官一直记录价位直至无人再出价
时，该捆毛皮由出价最高的买家投得。如有几位买家的出价相
同，而当中又无人愿意再出更高价位时，拍卖官有权分配该捆
毛皮。

捆和捆串制度
凡尺码，色泽，质量和价值相同的毛皮捆，由于张数数目不少，
所以捆串集合起来，以顺序号码拍卖，统称‘捆串’。

‘捆串’毛皮在目录内一概加上*号，以便识别。

捆串内的第一捆毛皮（即示范捆）会配有蓝色带子绑定的挂
签，其余相同的毛皮捆将根据确切的描述分散放在纸箱中。
验皮区只展出第一捆毛皮以供检验，买家如有意查看捆串内其
余毛皮捆，请联系验皮区工作人员。

相同捆串
如果一个捆串内的毛皮数量超出最大长度限制，基于买家的
利益，超出的毛皮数量会被划分为相同的捆串。

原买家
如出售的为捆串毛皮，本中心只会叫出第一个捆号，该第一捆
毛皮的买家即称为“原买家”。该原买家有权以同样的价格水
平，购买捆串内的其余毛皮，但如果有其他买家在其余捆数中
出价较该原买家高，则有关的权利将会失去。买家只要举手高
叫“Up”（提高），即表示愿意较原买家出更高价格。该原买家
如无需整份捆串毛皮，即可通知拍卖官所需的毛皮捆号。原买
家取得所需捆数后，第二位买家可继续出价，取得所需捆数。
如果再有第三位买家，方法如此类推，直至整份捆串毛皮全部
售出为止。原买家较其他买家享有选择权，可随时再从捆串毛
皮中采购其他毛皮，不过，原买家必须较捆串毛皮内另一位买
家，即拍卖官正欲向其出售毛皮的买家，提出更高的价格，方
可购得该捆毛皮。

所有捆串毛皮均以此种方式出售。

降价
此外，买家亦可降低捆串毛皮的价格，只须清楚通知拍卖官有
意降价，当时的价格就会按照既定的叫价差额回落一个价位。
如无其他买家提供更高价格，该买家可继续以较低的出价购买
捆串毛皮中的其他毛皮。

错误
客户购买某捆毛皮后，如当时发现出价有错误，必须距离出价
之后的竞拍不超过20捆皮张之内通知拍卖官，以便拍卖官能
将该捆毛皮卖给另一位买家。

价格底线
如任何一捆毛皮的成交价格未达到可接受的价位，哥本哈根
皮草有权将该捆毛皮收回。
未达最低售价10丹麦克朗的貂皮，未达最低售价10丹麦克朗
的狐皮，未达最低售价80丹麦克朗的青紫兰皮，一概予以销
毁。

有关详情，请参照销售条件第3页至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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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销售
在之前拍卖会上未售出的毛皮将以特别的方式销售即单独交
易。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kopenhagenfur.com,点击首页上
方的Auction，然后点击.Offering/Catalogue,.results.and.
statistics即可进入Private.Treaty界面查看可用于交易的皮张
信息。

买家奖励
奖励体系建立在公貂和母貂的购皮总量基础上，其他毛皮品
种一律视为公貂皮张。为了使我们的奖励体系更加透明简便，
我们将为所有购买皮张的买家按照公貂皮和母貂皮提供固定
的奖励额度。

2018年度哥本哈根皮草拍卖会购皮奖励额度如下：

•.母貂皮落槌价x.0.11%....
•. 公貂皮落槌价x.0.07%.

自2017年1月拍卖会起将启用新的购皮奖励体系替代之前的奖
励体系，奖励金额将在每次拍卖会的起息日后计入买家账户。

发票程序
为方便客户总览所购毛皮，我们可以提供一份未开发票的货品
清单，该份清单在二楼的服务柜台索取，且可按不同的毛皮种
类列出。

有关清单可用于填写发票表格。该份表格可于二楼的服务柜台
索取。客户必须填上有关捆号、合计捆数、买家号码，客户帐户
号码。此外，客户还可以选择运输方式。

发票表格必须交回服务柜台前，且必须先由原买家签署。
如果客户所填写捆号不全，则有关毛皮的发票是否正确的问
题，本中心恕不负责。客户必须填写准确资料，从而确保发票
处理快捷高效。

请注意，所有发票将依照我们收到发票表格的先后次序处理。
此外，如果我们在最后一个拍卖日当天没有收到发票表格，那
么发票上的货币种类将始终列为丹麦克朗。

发票金额的货币兑换
一切买卖均以丹麦克朗进行，且以丹麦克朗开发票。
我们也可以提供美金、欧元和人民币兑换汇率。请在发票表格
上币种一栏内，注明需要将发票上的金额兑换成上述哪一种
货币，本公司将以兑换时的实时汇率计算兑换金额。

请注意：客户决定兑换后，如需将发票金额再兑换成另一种
货币，我们将会酌情加收手续费，此外还会耽误开具发票的进
程。

丹麦外汇市场下午五时停止办公，在此时间后我们可直接在美
国外汇市场交易。

请留意：进行货币兑换可能导致发票处理出现延误。

如需进一步了解有关发票和兑换程序的详情，请联络二楼客户
服务柜台或发票部的工作人员。（分机号码：1444）

拍卖费用 

货运
运费的费率在每次拍卖会前进行公告，有效期至当期拍卖会的起息日。拍卖期间，您可以到客服柜台就具体的运费发票问题询
问相关工作人员。

皮张种类 基础费用.
(落槌价的百分比)

国际毛皮协会推广费
(落槌价的百分比)

每张皮额外费用.
(丹麦克朗

每张皮处理费.
(丹麦克朗)

WelFur每张皮认证费
.(丹麦克朗)

水貂，芬兰貉子 6.75% 0.1% — 0.52 0.75
狐狸 5,75% 0.1% 20.00 0.52 0.75
斯瓦卡拉，卡拉库， 8.00.% 0.1% — 0.52
格陵兰海豹皮 6.75% 0.1% — 0.52
青紫兰,.其他种类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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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表格
以下是发票表格。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填写此表格的问题，敬请联络二楼客户服务柜台。

Fax.no.:.+45.4326.1449. . . . . . . . . Order.NO.:

Buyer’s.confirmation.of.purchase.according.to.our.conditions.of.sale:
Please.invoice.following.lots.of.my.purchase.to:. . . . . Buyer’s.no.:

To.account.NO. For.shipping.please.contact.us.at.the.service.counter..
or.by.e-mail:.
.
shipping@kopenhagenfur.com.
.
.
.
.
We.offer.shipping.BEFORE.PAYMENT.to.certain.
destinations.and.always.offer.very.competitive.
air.freight.rates.

Company:...

% On.hammer
price.(0)

On.total
amount.(1) INVOICE.GOODS.AT.CURRENT.RATE.IN.

.

.
USD........................EUR........................CNY........................DKK

Collect
commission

Copies.to: Copies.to:

Date Original.buyeŕ s.signature

LOT.NO. LOT.NO. LOT.NO. LOT.NO. LOT.NO. LOT.NO.

4 20 35 50 65 80

10 25 40 55 70 85

15 30 45 60 75 90

Total.no.of.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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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请注意：.丹麦买家付款时请一定使用帐户号码
...................国际买家付款时请一定使用IBAN.帐号..

人民币CNY结算，支付方式如下：
Nordea.Bank.AB.Singapore.Branch................CNY............Acct..no...5045022801
138.Market.Street.#09-01,.
Capital.Green,.Singapore.048946
SWIFT.code:.NDEASGSG

其他货币结算，支付方式如下：
Nordea.Bank.Danmark.A/S. DKK. IBAN.no.. DK1420000751141270
Trade.Finance. DKK. Acct.no.. 2100-0751141270
P.O..Box.850. USD. IBAN.no.. DK6420005005556005
DK-0900.Copenhagen.C. USD. Acct.no.. 2100-5005556005
SWIFT.code:NDEADKKK. EUR. IBAN.no.. DK7320005005859841
. EUR. Acct.no.. 2100-5005859841
.
.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络在二楼客户部的工作人员。

注意事项：.客户在指示银行以SWIFT方式向本中心付款时，敬请使用表格编号为“M.T.100”，并要求银行在
SWIFT信息第59项“受益顾客”一栏内使用下列字眼：

第一行：/.............................. .（受益人账户号码)
第二行：/. （受益人名称）
第三行：/. .（受益人地址）
第四行：/.................................... （受益人地址)
第五行：/....................................... .（受益人地址)

拍卖会不接受私人支票。请注意以支票付款时，该支票被我们的银行承兑之前不会进行发货，这至少需要花费8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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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单信用证支付条款

（1）.开证时，必须要求跟单信用证为即期可支付，不可撤销信用证。
. 该证须允许电汇赔付。
. 该证须由下面所列银行进行确认。

（2）.所有银行费用须由申请人支付。

（3）.交货地点为：丹麦哥本哈根仓库交货。

（4）.允许转船或分船。

（5）.信用证交单期限：最少10天

（6）.跟单信用证还须附加一项条款，即支付给拍卖会从到期日到兑换期间所发生的利息，允许从信用证中提取。因此，信用证
开设的. 金额应包含相应的金额或允许超额支取。

（7）.货物空运：提供拍卖会空运换单复印件。
. 货物陆运：提供货物代理的收据凭证复印件。

（8）.指定银行地址. Nordea.Bank.Denmark.A/S.
. . Trade.Finance
. . P.O.Box.850
. . DK-0900.Copenhagen.C,
. . SWIFT:.NDEADKKK

请在跟单信用证上注明发票号。
跟单信用证必须依据统一海关条例和UCP600通则的基础上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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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
所有已购买货物货款的到期日（起息日）是拍卖会最后一天起
计算的第21天。所有买家的应付款项应在到期日之前结清。如
果哥本哈根皮草在起息日之前未能收到全部货款，则所有未结
清货款的货物必须最迟在起息日前付清25%的定金。

否则，哥本哈根皮草将收取发票金额（扣除佣金）的2%作为额
外定金费用。在起息日后，符合上述情况的客户账户将直接被
扣取额外定金费用。

货物仓储费用.
存储费将根据以下标准征收：
格洛斯楚普的冷库：

起息日后每天收费标准 每张皮费用(丹麦克朗)
1-14天 免费
15-104天 0.02
104天以上 0.05

.
其他地区的冷库:.

起息日后每天收费标准 每张皮费用(丹麦克朗)
1-90天 免费
91-180天 0.02
180天以上 0.05

下次拍卖会前
下次拍卖会前，如果哥本哈根皮草尚未收到全部货款，或者
未结清货款的货物尚未支付25%的定金，则该买家名下的相
应货物将被重新销售，风险由该买家自行承担。此外，买家仍
需在下次拍卖会开始前对预计购买的货物金额支付25%的定
金。

利息率
利息将从拍卖会到期日起自动计算
现行的利息率在我们的网站www.kopenhagenfur.com上被
公布，在拍卖会期间您也可以在哥本哈根皮草的服务柜台找到
相关的利息率。

货物运送
根据我方销售条件规定，所售货品以哥本哈根皮草在丹麦格
洛斯楚普冷库的“仓库交货价”为准。此外，销售条件中的相
关定义也将适用于下列文字。

在哥本哈根皮草收到客户包括全部费用在内的货款后，物流
部门将依据客户的指示从我公司仓库发货。发货之前客户必
须结清所有费用，我方将在两个工作日以内将货物交付客户自
行支配。

皮张提取、包装、称重、检验以及其他和发货相关的费用均由
客户自行承担。

出口货物相关的单证费用和清关费用也均由客户自行承担，包
括原产地证和健康证等。

客户需要同指定的物流代理商安排所购皮张的相关交付事
宜，办理提货和开具证书的相关费用将通过物流代理商出具
发票。

物流代理联系方式：
哥本哈根皮草.-.全球皮草物流：.
shipping@kopenhagenfur.com.
Airlog.Group:.dkgls.op@airloggroup.dk
Bendix.Transport:.fur@bendixtransport.dk
DHL.Global.Forwarding:.fur@dhl.com

从哥本哈根皮草在中国大陆和柬埔寨的冷库发货
如果您选择从哥本哈根皮草在中国北京和佟二堡以及柬埔寨
金边的冷库发货，哥本哈根皮草物流部门将在您付款之前就
会安排发货。哥本哈根皮草物流部门将负责处理运输问题，货
物将在完成支付后立即发出。请与客户部联系安排付款事宜，
发货请与物流部门联系。

以下为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联系方式：
客户部:.customers@kopenhagenfur.com,.or.
物流部:.shipping@kopenhagenf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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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配发 
属于哥本哈根紫色、哥本哈根白金、哥本哈根酒红和哥本哈根
象牙白质量级别的毛皮捆/把会在拍卖目录中有相应标识。

哥本哈根皮草质量商标针对水貂皮、狐狸皮、斯瓦卡拉羔皮、
海豹皮和青紫兰皮按以下规则配发：

一套（免费）商标包括
1个纺织商标.（7.x.3.cm）
1个保养商标..(4.x.3.cm)

用于大衣、夹克的纺织商标
公貂皮. 每15张皮一套商标
母貂皮. 每25张皮一套商标
狐狸皮. 每6张皮一套商标
青紫兰. 每40张皮一套商标
斯瓦卡拉羔皮. 每15张皮一套商标
白色斯瓦卡拉羔皮. 每15张皮多配备一个纺织商标
格陵兰海豹皮. 每张皮一套商标

饰边商标（保养商标）
水貂皮. 每张皮两个商标（仅限于酒红和象牙白
质量级别）
狐狸皮. 所有质量级别的皮张，每张皮2个商标
青紫兰. 所有质量级别的皮张，每张皮2个商标
斯瓦卡拉羔皮. 所有质量级别的皮张，每张皮2个商标
因纽特环海豹皮. 每张皮四个商标（免费）
因纽特竖琴海豹皮. 每张皮四个商标（免费）

每个饰边商标价格0.75丹麦克朗。

如果您对于商标的配发有任何疑问，欢迎您发邮件给客户
部门customers@kopenhagenfur.com或传真至+45.4326.
1449。

预订商标
哥本哈根皮草为您预定哥本哈根皮草质量商标提供网上预定
服务。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服务电话+45.4326.1200或发邮件到
hotline@kopenhagenfur.com获取您的密码，
您的用户名就是您在哥本哈根皮草的购皮帐号。

您可以在所购皮张已付款并提货后，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kopenhagenfur.com来预定相应的商标。

您所预定的商标将在收到您的预订单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为
您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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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紫兰
销售经理Stig.Reinhold先生负责管理。

哥本哈根皮草主要从丹麦、瑞典、德国和波兰接收青紫兰皮
张，本卖季我们会提供65000张皮。

目前在售的青紫兰皮张为两种：普通和黑色天鹅绒系列。他们
被分为四种不同长度和颜色，质量等级为青紫兰紫色等级、白
金等级和酒红等级，Quality.ii等级更具商业用途。根据相同的
纹理，低等级和有瑕疵的皮张被分为A.级和.B级，分级的最后
一步是按照底绒色泽进行划分。

青紫兰的售价不会低于80丹麦克朗，其他销售条件同水貂
皮。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请联系Stig.Reinhold先生，分机
号：1209

斯瓦卡拉、格陵兰海豹皮、野生毛皮和阿富汗卡拉库
Per.Knudsen先生负责野生皮和斯瓦卡拉，Kasper.Reinbach-
er先生负责海豹皮。

为了能给客户提供尽可能多品种的皮张，我们特别从所有  
要的生产国收集最受欢迎的野生皮张。

任何关于野生皮张的问题，请直接向Per.Knudsen先生询问，.
W..Visser先生也会在斯瓦卡拉皮张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在目录中无法找到您需要的皮张或者需要任何指引，我
们随时向您提供协助。

狐狸皮
质量部负责人.Bjarne.Rasmussen和销售部副总经理Louise.
Weile负责管理。

2017年，哥本哈根皮草和挪威毛皮动物养殖者协会签署了一项
合作协议，意味着客户今后可以从我们的拍卖会购买狐狸皮
张。

挪威是狐狸的原产国，同时也是北欧地区养殖狐狸水平最高
的国家。

产自挪威的狐狸皮张柔软，底绒厚实，毛针细长顺滑。对于高
质量的皮张，用手轻抚毛针之后很快就能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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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处

开放时间
验皮期 07:30.–.18:00
验皮最后一天 07:30.–.20:00
拍卖日 07:30.拍卖结束后大约一小时

如果您在哥本哈根皮草公司内需要联系接待处，请拨打分机号
9..此外，您也可以在电话室拨打9接至接待处。

您也可以联系接待处了解酒店预订和租车服务，您只有通过哥
本哈根皮草预订才能享受公司优惠价。

租车
您可以致电+45.4326.1280.至接待处办理租车事宜，您只需告
诉我们您希望的车型，租车公司名称，使用日期即可。租车公
司会在机场的到达大厅为您安排好车辆，.您需要直接与租车
公司进行结算。

酒店预订
您可以致电.45.4326.1280.至接待处办理酒店预订。.您只需
告诉我们酒店名称，入住客人姓名，房间数量和类型（单床/
双床）以及入住期限。此外，还包括您的特殊要求，如无烟
房等等。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查找相关信息。https://
www.kopenhagenfur.com/auction/buying-skins/servic-
es-at-kopenhagen-fur/travel-services-hotels-and-cars/

您将会收到哥本哈根皮草发的酒店预订确认函，请尽快预订您
的酒店，.结算请直接与酒店进行。.如果您临时取消预订，请
记住最晚在您入驻日期提前一天取消您的预订，否则酒店将扣
除一部分费用。

网络服务
在拍卖大厅旁我们为您准备了四台可以连接网络的电脑，欢迎
您使用这些电脑和打印机。.

财务办公室
Laila.Webler女士.（分机号：1413）.和.Peter.Christensen先
生（分机号：1420）.负责财务办公室工作。

开放时间
验皮期
具体开放日期请参考财务办公室门口张贴的通知。

拍卖日
08:00-拍卖结束后15分钟

外币兑换
不超过50000丹麦克朗的兑换或者旅行支票可以在财务办公
室办理。

现金支付
根据上述规定，哥本哈根皮草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不超过50000
丹麦克朗的现金提取服务。

支付定金和开具发票
每次拍卖会期间，我们接受总额不超过50000丹麦克朗的现
金和信用卡支付方式。
恕不接受私人支票。
对于超过5000丹麦克朗的金额，我们需要您的护照复印件才
能为您在哥本哈根皮草的账户办理存取款业务。

银行收费
北欧银行将对客户经由我公司财务部用以兑换或支付的现金
按美元和欧元分别每一次收取1.75%和1.5%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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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施
在临近服务台的地下室中，您可以使用复印机。
地下室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白色大衣和办公用品，
例如铅笔，纸张和活页笔记簿等。

办公室租赁
哥本哈根皮草为客户提供约50间办公室，所有办公室里均配
有电话和电视。

每平米租金/年
办公室租金. 丹麦克朗.1114.00
办公室额外保洁费用/半小时. 丹麦克朗. 318.00

拍卖会期间办公室保洁：

您办公室的保洁费用包含在办公室租金当中，即在拍卖会期间
进行2次清洁，分别在每次拍卖会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
•.如果您希望办公室在拍卖会期间每天清洁，请联系客户部
的Anne.Lunn女士，您需要为此项额外服务支付每半小时
318克朗的费用。

•.清除办公室里的垃圾筐，清理用过的白色大衣和器皿，每年
收费1801丹麦克朗，需要提前支付。

•.清除办公室里的垃圾筐，清理用过的白色大衣和器皿
. 日常擦拭所有表面污渍
. 按要求日常吸尘和拖地
. 有窗户的办公室进行日常通风
. .每年收费2679丹麦克朗，需要提前支付。

办公室的租赁原则为“先到先得”。如果您希望签订办公室租
赁协议，请联系客户部的Anne.Lunn女士。

餐厅/哥本哈根餐厅
Martin.Appel先生负责餐厅的设施。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的餐厅已为这场“竞拍
之战”准备好了最为考究的珍馐美味，并且考虑到了不同宗教
和文化的特点。我们的菜肴品种多样，但如果您有特殊要求的
话，欢迎联系他本人。

早餐
供应时间
-验皮期间:.. 07:30.–.10:00
-拍卖期间:.. 07:00.–.10:00

午餐
拍卖期间，位于二层的哥本哈根餐厅12:00-13:00供应丹麦传
统午餐，有丰富的海鲜，热菜，沙拉，甜品（蛋糕，水果，冰激
凌）。
位于一层的餐厅供应中式自助餐。

晚餐
验皮期间，一层餐厅16:30-17:30供应晚餐。拍卖期间，晚餐在
拍卖结束45分钟后供应，最晚至21:00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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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皮课程
哥本哈根皮草安排的毛皮分级和拍卖会流程课程深受欢迎，
内容包括毛皮分拣和分级、销售目录册的内容、拍卖会竞拍等
提供指导，此外还将安排参观相关企业和行业。
参加培训的人员将获取皮草行业所有流程的广阔知识，并了解
哥本哈根皮草的日常工作。

欢迎新老买家参加这些课程，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参加培训
的人员只需承担住宿和交通等费用。

课程安排的信息将在我们的官网kopenhagenfur.com发布。
我们的网站提供详尽信息和报名表格，您也可以联系Annette.
Hindborg女士或者访问下列链接：
https://www.kopenhagenfur.com/auction/buying-skins/
services-at-kopenhagen-fur/sorting-courses/

各国驻丹麦大使馆

大使馆 电话号码.(+45丹麦)

英国使馆，地址：Kastelsvej.36-40,.2100.København.Ø 35.44.52.00
中国使馆，地址：.Øregaards.Allé.25,.2900..Hellerup 39.46.08.89
日本使馆，地址：Havneholmen.25,.9..sal,.1561.København.V. 33.11.33.44
法国使馆，地址：Kgs..Nytorv.4,.1050.København.K 33.67.01.00
德国使馆，地址：Stockholmsgade.57,.2100.København.Ø 35.45.99.00
希腊使馆，地址：Hammerensgade.4,.3..sal,.1267.København.K 33.11.45.33
意大利使馆，地址：Gl..Vartov.Vej.7,.2900.Hellerup 39.62.68.77
韩国使馆，地址：Svanemøllevej.104,.2900.Hellerup 39.46.04.00
拉脱维亚使馆，地址：Rosbækvej.17,.2100.København.Ø 39.27.60.00
立陶宛使馆，地址：.Bernstorffsvej.214,.2920.Charlottenlund 39.63.62.07
俄罗斯使馆，地址：.Kristianiagade.3,.2100.København.Ø 35.38.23.70
西班牙使馆，地址：Kristianiagade.21,.2100.København.Ø 35.42.47.00
土耳其使馆，地址：Rosbæksvej.15,.2100..København.Ø 39.20.27.88
美国使馆，地址：Dag.Hammerskjölds.Allé.24,.2100.København.Ø 33.4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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