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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今秋首度揭幕
对标一流，致力于打造“千亿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11 月，首个“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在沪

拉开帷幕。期间，“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挂

牌成立，“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服务平台” 正式

启动运营。 交易月将通过政策引领、品牌打造、

交易中心和服务平台建设， 逐步推动全市形成

交易活跃、主体丰富、人才集聚、服务优质、产业

链成熟的千亿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当下上海正全力打响四大品牌， 此次交易

月将加快落实“上海文创 50 条”提出的“努力把

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

的发展目标，对接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加快复制

推广自贸试验区新的改革成果。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活动将以“艺术

西岸， 全城联动” 的形式开展。 西岸艺博会、

ART021 等交易和艺术品展览展示等百场活动

将在 11 月集中开展。 苏富比、 佳士得等国际

国内拍卖行， 香格纳、 里森、 贝浩登、 大田秀

则等国际国内知名画廊及国内外艺术家带来的

上千幅知名当代艺术佳作也将齐齐亮相。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将采取实体化

运作，由上海西岸集团为运营主体，办公地址选

址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又名：西岸 2555），后

期还将启动更大面积的交易中心建设规划。

交易中心将打造艺术品交易一站式服务平

台，主要实施艺术品交易月登记备案，建设艺术

品交易数据体系； 开设服务窗口， 提供工商登

记、展览审批、通关报检、银行开户、外汇结算、

财税申报、奖励及补贴申报等多项服务，为国内

外艺术品交易主体提供“一窗通办”行政配套服

务； 筛选、 引进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艺术品修

复、财务、票务、知识产权保护、保险、运输、融资

担保、投融资咨询等服务机构，建立艺术品服务

专业机构资源库， 为艺术品交易主体提供高品

质、规范、专业的市场服务。

针对当前艺术品交易领域存在的交易成本

较高、流通环节手续较为繁杂、配套服务不够完

善等问题，交易月还将探索实施专门的政策，打

造艺术品交易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体系。

首先，交易月期间，徐汇海关在西岸设立常

驻办公机构， 为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等提供涵盖

报关、报检等环节的一站式通关服务。

其次，建立报批绿色通道，为艺术家及艺术

机构等提供批文申请便利化服务， 展览审批周

期由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缩短至 7 个工作日；针

对艺术家及艺术机构二次报批展品的更换，实

现三个工作日批复。

同时，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交易中心将对纳

入交易平台登记备案的艺术机构实行补贴和奖

励，包括：对纳入交易月的艺术机构实施交易服

务“三免三补”，即对交易行为过程中发生的通

关保证金服务、外汇结算服务、行政服务相关费

用实行减免； 对交易行为中发生的贷款利息费

用进行补贴，对融资担保费用进行补贴，对代理

记账费用进行补贴。 并对展览展示活动成本进

行补贴，对注册落户的知名画廊、拍卖等艺术机

构、艺术品交易专业服务机构进行综合性扶持。

随着交易月深入开展， 未来还将进一步探

索降低交易成本、压缩报关、报批环节、降低外

资准入门槛等系列政策。

聚焦艺术品交易
锻造营商环境和政策体系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活动是上海打响文化品牌、 建设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
的重大举措， 也是徐汇推进 “艺术西岸” 建设、 发展艺术品交易产业的重要抓手。

按照 “规划引领、 文化先导、 生态优先、 科创主导” 的开发原则， 实施 “双 A” 发展
战略的上海西岸， 正着力打造全球城市的卓越水岸。 其中， 一个 A 是 “AI” 人工智能，

另一个 A 则是 “ART” 艺术。 近年来， 通过推进美术馆大道建设， 这里集聚了龙美术馆、

余德耀美术馆、 香格纳画廊等一批国际级文化场馆和艺术机构， 创办出西岸艺博会、 西岸
音乐节、 西岸食尚节、 ONTIMESHOW WEST BUND 等自有品牌活动， 每年开展 100 场以
上高品质艺术活动， 已成为亚洲艺术标志地和集聚地。

凭借此次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活动的东风， 西岸设立起两大目标———近期目标： 推
动相应品牌打造， 促进艺术品展览、 展示、 交易等在交易月内集中发生， 探索政策创新，

实现艺术品交易一站式服务平台试运营。 中长期目标： 发挥艺术品产业在传承历史文化和
推动业态创新中的带动作用， 优化艺术品产业格局， 鼓励艺术品业态创新， 促进艺术品贸
易便利化， 以西岸为标志地， 逐步形成艺术品交易活跃， 艺术品展览、 机构和人才集聚，

艺术品服务优质， 艺术品交易产业链成熟的千亿级艺术品交易市场， 使上海成为比肩纽
约、 伦敦的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之一。

酿厚文化
与艺术沃土

早在 2011 年底，西岸正式启动了“西岸文

化走廊”品牌工程，将文化艺术作为区域的先导

性、 亮点性项目， 带动区域发展新活力。 2012

年，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等相继签约落户，

奠定了西岸美术馆大道的初步格局。如今，西岸

美术馆大道星罗棋布，西岸艺术中心、上海摄影

艺术中心、油罐艺术中心相继开放，西岸美术馆

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星美术馆、西

岸剧场群落等也将陆续亮相，这里将形成 20 余

座公共文化场馆集聚的亚洲最大规模艺术区。

在文化载体建设的同时，西岸自 2012 年以

来，每年策划区域性文化活动和事件，为美术馆

大道项目预热和导入文化活力。 历年推出的文

化活动品牌包括：西岸音乐节（2012-2017）、西

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2013）、西岸艺术与

设计博览会 （2014-2018）、西岸食尚节 （2016-

2017）等。自 2016 年秋冬季开始，西岸推出区域

性文化品牌西岸文化艺术季，联动西岸区域 20

个场馆每年呈现 100 多场文化活动，囊括艺术、

设计、时尚、生活方式等多个门类。

2014年以来，西岸在培育和发展艺术品产业方

面不断实践， 以美术馆大道为核心建立展示平台，

以西岸艺博会为枢纽建立交易平台，以西岸艺术品

保税仓库为支撑建立起国际艺术品物流服务平台，

同时，探索串联艺术品创作、展示、交易、后台服务

等环节形成产业链条，融入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创立于 2014年， 由上海西岸携手国际知名艺术

家周铁海联合策划了国内首个融合顶尖当代艺

术与设计的国际性大型博览会，是上海“文创 50

条”重点推进项目。 艺博会创办以来连续举办 5

届，每年带来众多大师作品，画廊规模从首届的

25 家发展到如今的 115 家， 已成为国内外顶尖

画廊在中国参加艺术博览会的首选。 同时，在每

年的秋冬季联动西岸美术馆大道共同呈现，打造

席卷上海的艺术盛事，被业界誉为“国内博览会

的国际标杆”。此次首届交易月期间，第六届西岸

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作为主要活动之一，将呈现来

自全球范围近 110 家重要画廊，800 多位艺术家

的现、当代创作，打造丰富的前沿艺术体验。

当下，在“西岸计划”的引领下，西岸美术馆

将于 11 月交易月期间正式向公众开放，开启与

与法国蓬皮杜中心为期五年的展陈合作项目。

将进一步博采国际新理念、新方式及所长，成为

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大平台和文化新地标。

新十年，新水岸，西岸将汇聚“卓越水岸的全

球设计”，承载世界会客厅的内涵，为艺术家提供

定义新艺术的机会，为企业家提供创造新业态的

平台，为广大市民提供找寻新生活的空间。

打造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大
平台和文化新地标

探索构建系统权威的产业信息数据库

与
此同时，市区将联动相关资源，统筹推进

各项工作。

建立艺术品交易数据体系。 实施艺术品展

览展示和交易登记备案制度，鼓励艺术机构、艺

术品、 艺术交易行为等在服务平台上进行登记

备案， 建立涵盖艺术品基本信息以及艺术品展

示、交易、流通等动态信息的信息备案认证体系

和数据平台。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探

索构建系统权威的产业信息数据库， 形成涵盖

艺术品相关经济行为的专项产业统计体系。 包

括但不限于艺术品交易、艺术品展览展示、艺术

衍生产品、艺术品教育培训、艺术品交易咨询、

艺术品运输物流、艺术品金融等。

建立便利化审批绿色通道。 交易月期间将

实施绿色通道政策，压缩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

限。除海关部门的一站式通关服务外，文旅局也

将设立报批绿色通道， 提供批文申请便利化服

务，展览审批周期由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缩短至

7 个工作日， 艺术家及艺术机构二次报批展品

更换可实现 3 个工作日批复。开设服务窗口，提

供“一窗通办”行政配套服务。 建立专门的服务

空间，协调相关委办单位设立服务窗口，建立集

工商注册登记、银行开户、财税及法律服务、产

业辅导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 为国内外艺

术品交易主体提供免费的“一窗通办”行政配套

服务。

建立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库。筛选、引进一批

综合实力较强的艺术品修复、财务、票务、知识

产权保护、保险、运输、融资担保、投融资咨询等

服务机构， 充实形成艺术品服务的专业机构资

源库，为艺术品交易主体提供高品质、规范、专

业的服务。

建立交易月专项扶持资金。 加大市区两级

文创资金扶持力度， 设立徐汇区艺术品专项扶

持资金， 对纳入交易月的艺术机构实施交易服

务 “三免三补”（即对交易行为过程中发生的通

关保证金服务、外汇结算服务、行政服务相关费

用实行减免， 对交易行为中发生的贷款利息费

用、 融资担保费用和代理记账费用进行补贴），

对展览展示活动以及注册落户的知名艺术机构

和专业服务机构进行综合性扶持。下一步，徐汇

将进一步探索交易月期间艺术机构临时通关保

证金减免、外汇收付便利化、开放外资拍卖行限

制、参照进博会模式降低税赋等政策。

据了解，徐汇区已发布《徐汇区关于加快推

进艺术品产业发展的扶持意见》，针对艺术品的

配套政策主要包括———降低艺术品交易成本，

提升配套服务能级;集聚高品质艺术活动，营造

良好交易氛围;完善艺术品产业链，吸引机构落

地徐汇发展等等，为艺术机构保驾护航。

从完善服务、 扩大准入等方面破题

此 次，市区两级牵头并联动相关部门，建立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 联席会议工作

机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据介绍，按照政策集中、主体集中、交易集

中、效益集中的“四集中”要求，艺术品交易月

将重点实施四方面任务：

打造一个艺术品交易品牌。 以“艺术西岸、全

城联动”的形式，集中举办百场以上国际化、品牌

化、专业化的交易活动，通过国际征集打造统一

标识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 届时，西岸美术馆大

道各类艺术空间都将成为专业化、高品质的展览

展示载体， 汇聚国内外知名的拍卖行、 画廊、艺

术家、收藏家等，举办西岸艺博会、ART021 博览

会、全球艺术领袖高峰论坛等重量级活动。

成立一个艺术品交易中心。 将在西岸核心

板块启动规划建设交易中心， 打造集展览展

示、拍卖交易、活动推广、商务办公等功能服务

于一体的艺术品交易标志地。

构筑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针对艺术品交

易行业中存在的服务不专业、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建设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上海

国际艺术品交易服务平台，将在交易月期间试

运营。 平台将建设艺术品交易“一网通办”服务

窗口，线上线下相结合，提供工商登记、展览审

批、通关报检、外汇结算、财税申报、奖励及补

贴申报、仓储物流等服务，构建全国首个艺术

品交易的专业服务平台。

实施一套交易月产业政策。 聚焦艺术品

交易成本高、 艺术品流通环节手续繁杂等瓶

颈， 从降低成本、 简化流程、 提高效率、 完

善服务、 扩大准入等方面破题， 探索审批报

关绿色通道、 降低艺术机构准入门槛、减免相

关税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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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交易规模、 配套服务等亟待提升

对
标一流，上海艺术品交易市场仍需进一步

提升服务能级。 根据《巴塞尔艺术展和瑞

银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 》（2019），2018 年中国

艺术品销售额达 129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而

当下的上海，要在艺术品交易领域与纽约、伦敦

两大全球城市相比肩，在开放度、艺术品从业主

体数量和质量、艺术品交易规模、艺术品交易配

套服务等方面均存在差距， 整体上与国际艺术

品市场接轨不足，产业集聚度、贡献度亟待提升。

着眼实际，“上海西岸” 已具备实施上海国

际艺术品交易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徐汇区积极

在此布局和完善艺术品产业链， 每年在西岸开

展高品质的艺术活动 100 场以上。 “上海西岸”

作为亚洲艺术标志地和集聚地的品牌已经初具

效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且存在艺术品交易

落地的载体资源。

图 1

图 1? 户外的音乐节吸引众多中外观众。

图 2、 3、 4? 位于西岸的龙美术馆、 余德耀美术馆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高

质量展览。 图为部分展品。

 图 5? 西岸区域 20 个场馆每年呈现 100 多场文化活动，囊括艺术、设计、时

尚、生活方式等多个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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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2

本次揭牌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

心所处的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 （更名为

西岸 2555）， 位于龙腾大道龙兰路路口，

于 2015年 9月正式对外开放， 共由 14处

建筑组成，包括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例外艺

术设计中心、艺术家工作室、画廊、建筑师

事务所以及乔空间、 池社等国内外优秀文

化机构，旨在打造汇聚国内外顶尖艺术家、

建筑师和设计机构的文化聚合区， 为西岸

文化产业集聚起到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链接 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