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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再新 4 幅书画作品的价格评估报告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 

 

根据你单位价格评估委托书的委托,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我公司依法对 4幅书画作品进行

了价格评估。现将价格评估情况综述如下： 

 

一、 价格评估标的 

价格评估标的为 4幅书画作品(详见价格评估明细表)。 

 

二、 价格评估目的 

确定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公安机关审

理刑事案件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三、 价格评估基准日 

本次价格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25 日。 

价格评估标的的市场价格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

价格评估时，市场条件应固定在某一时点，这一时点就是价格评估基

准日。 

 

四、 价格定义 

价格评估结论所指价格是：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格，依据国家有关部门文件规定，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

客观合理的市场价格。 

 

五、 价格评估依据 

（一） 国家有关价格评估方面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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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 ××市人民政府第××号令：《××市涉案财产价格评估管

理办法》； 

3． ××市涉案（涉诉）财产价格评估操作规范；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发改价证办[2010]103

号文件：《价格评估行为规范（2010 年版）》。 

（二） 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 价格评估委托书； 

2． 作品情况说明。 

（三） 价格评估方收集的有关资料 

1. 实物勘验资料； 

2. 市场调查资料； 

3. 专家咨询意见。 

六、 价格评估方法 

根据价格评估标的行业及本身特点，本次价格评估采用的评估方

法为专家咨询法。 

专家咨询法是选择 2 名以上单数专家，分别独立对价格评估标的

的价格给出意见或建议，价格评估人员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专家意见

或建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评估标的价格的各种技术方法的总称。 

 

七、 价格评估过程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了价格评估小组，制定了作业方案，价

格评估人员于 2013年 4 月 12 日会同有关专家对标的进行了勘验、测

量、记录、照相。 

本次价格评估标的为 4 幅书画作品，作者落款均为“苗再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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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作品为：观鱼图，第二幅作品为：李时珍深山采药图，第三幅作

品为：梅传东君信图，第四幅作品为：溪山逸兴图。 

苗再新，1953 年生，山东栖霞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画

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清华美院客

座教授、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武警部队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 

价格评估人员依据现场勘验资料，专家意见对书画作品及作者进

行了市场调查、了解，并结合专家给出的咨询意见综合确定了价格评

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 

 

八、 价格评估结论 

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 1,282,000.00 

元（人民币壹佰贰拾捌万贰仟元整）。 

 

九、 价格评估限定条件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全面。 

 

十、 声明 

（一） 价格评估结论受结论书中已说明的限定条件限制； 

（二） 资料的真实性、全面性由资料提供方负责； 

（三） 本价格评估结论书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按照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出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6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7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416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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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价格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做它用； 

（五）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价格评估标的没有利害关系，也

与有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六） 本价格评估结论书有效期为自发文之日起 1 年。 

 

十一、 价格评估作业日期 

2013年 4 月 12日至 2013 年 4 月 27日。 

 

十二、 价格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机构资质证书证编号：国 01000000 

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章） 

 

 

 

十三、 价格评估人员 

审核人：  ××× (签章) 

 

 

评估人员：×××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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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 (签章) 

 

 

十四、 附件 

（一） 价格评估明细表； 

（二） 实物照片； 

（三） 价格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四） 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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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估明细表 
 

序号 名称 作者 
规格 

平尺 数量（幅） 鉴定价格（元） 
长 cm 宽 cm 

1 观鱼图 苗再新 360 145 47.07  1 565,000.00  

2 
李时珍深山采药

图 
苗再新 395 120 42.75  1 513,000.00  

3 梅传东君信图 苗再新 136 68 8.34  1 100,000.00  

4 溪山逸兴图  苗再新 137 70 8.65  1 104,000.00  

  合计         4 1,28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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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观鱼图》  360cm*145cm    约 47.07 平尺 56.5 万元 
 

 



 9 

《李时珍深山采药图》  395cm*120cm    约 42.75 平尺  51.3 万元 

 

《梅传东君信图》  136cm*68cm    约 8.34 平尺 10 万元 
 

 

《西山逸兴图》  137cm*70cm    约 8.65 平尺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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