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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年中 缅甸 珠宝展销会 

程式 

有关销售珠宝件 

日期 时间 备注 

16.9.2019 

至 

18.9.2019 

07:30 

至 

17:00 

珠宝商 对于 暗标方式 销售的珠宝件进行检 

视和将标单 投入标箱内。 

   

19.9.2019 09:00 

至 

17:00 

暗标方式销售的珠宝件底价以 (500) 开始。 

 

 

 

 

 

 

 

 



 

2019 年 年中 缅甸 珠宝展销会 

程式 

有关销售玉石件 

日期 时间 备注 

16.9.2019 

至 

19.9.2019 

07:30 

至 

17:00 

珠宝商 对于暗标方式 销售的玉石件进行检

视和将标单 投入标箱内。 

   

20.9.2019 

至 

25.9.2019 

08:00 

至 

17:00 

暗标方式销售的玉石件底价以(5000)欧元。 

暗标方式销售的玉石成品底价以(1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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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年中 缅甸珠宝展销会 

关于支付保证金、购买玉石 

保证金使用权规定 

有关珠宝商支付保证金 

1。 2019 年 年中 缅甸珠宝展销会中 将要参加珠宝展销会的珠宝客

商们，对于有意 购买的玉石件 ， 须提前支付保证金。 

2。 支付保证金的金额与其金额规定  允许购买的玉石件价格如下。 

序号 珠宝种类 须缴纳最低保证金  

（欧元） 

允许购买珠宝件金额

（欧元） 

甲 珠宝 2，000 20，000 

乙 玉石 20，000 200，000 

3。 对于有意 购买的珠宝件， 按照以下的日期  须支付保证金。 

序号 珠宝种类 投标方式 缴纳保证金的日期 

甲 珠宝 暗标 18.9.2019 

乙 玉石 暗标 19.9.2019 

4。 珠宝商客商们可以预先缴纳 规定所支付最低保证金以外 还可以

预先缴纳预付金额 (Advance) 对于本人或者其他/她珠宝 客商

的保证金里 有意再增加金额时 需要提前一天呈报 方能生效。 

5。  支付保证金后 没有购买玉石珠宝件的客商 本人已支付过的保证

金 欲转移其他/她 有意购买客商之保证金账户内 作为购物款时 

需要提前一天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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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付保证金方面  需通过从国外以电汇方式  (Telegraphic 

Transfer) 或国际网络支付方式 (SWIFT-Message) 汇至缅甸经

济银行 （内比都） 缅甸珠宝展销会开设的保证金）账户号码 

(EEM-400034). 

7。 国外珠宝商 关于参加展销会而申请以现金缴纳保证金方面 相关

部门将会按照有关法律细则，惯例 进行协商办理。 

8。  在展销会期间，关于补交保证金方面 展销中央委员会将会提前

通知，同时相关部门会根据规定执行办理。 

有关珠宝客商购买玉石件 

9。 中标者的姓名，中标号码和 中标价 将以数字顺序安排公布在大

屏幕和查询系统上。 

10。 超过规定保证金的珠宝件 不允许购买。如有意再购买其它物件 

只要有足够保证金   将可继续投标。 

11。 购买珠宝件时，只有足够保证金的最高标价者 将获得购买权。 

12。 投标价十万以上的 中标号码 如有保证金不足 将会按照以下的

方式进行协调。 

 （a）最高价格者 保证金不足时 主席团将会协调办理补充保证

金额。 

 （b）中标者 在主席团同意补交保证金后必须当天办理。 

 （c）中标者 原本同意补交保证金 但 规定的时间内 没有遵守

办理时 将会征收其剩余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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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中标者 若无意补交保证金时 经过货主同意之下 转买给 

第二最 高价格者。 

（e）不论是  货主不同意 还是 第二价高者保证金不足时 将会

取消出售。 

13。 在出售珠宝件时，因某种原因 为了能够商讨解决 将会把需要商

讨的标单 公布在大屏幕和查询系统上 同时主席团也会通知。 

14。 客商们 获得购买权之后，因某种原因 有意申请取消中标物品 

或者 提交质疑和申请看 投标单时，可在当天（13：00）之前 

请先联系管理事务委员会 向主席团提交办理。如超过 限定时间

后才呈报来的一切资料一一不接受。 

15。 因某种原因 向主席团申请时，若在规定时间（15：00）之内 客

商没有到达，主席团将不再联系货主和购买者双方 并按照限定

规则 重新宣布购买权。 

16。 如对于主席团办理解决的方式有质疑时 请在公布该物件之后的 

三个小时之内中标者或货主本人 尽联系主席团。 

17． 如有填错 珠宝件编号和标价时 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申请质疑，

申请的质疑 若纯属无心之犯，主席团审查清楚后，将会以 以下

方式决定 无须缴纳罚款取消标单，否定取消标单或 须缴纳罚

款。 

18． 允许取消珠宝件时 必须按照以下的一项方式进行 并且直接从保

证金里立刻扣除。 

 （a）填写标价总额的 百分之十（10%） 

 （b）缴纳罚款总额 不超过 三万欧元（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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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限定的期间内，因某种原因 珠宝商提交申请取消的标号，经

过主席团审查之后 将会按照以下的方式处理。 

（a）若 货主同意的情况下 第二最高价格者有意购买 将会成

交。 

（b）在货主不同意的情况下或者第二最高价格者无心购买或第

二最高价格者有意 购买却没有足够保证金时，该珠宝件 

将从销售单上 剔除取消。 

有关 珠宝商转让押金使用权 

20． 有关支付保证金，按照下列的方式 将可使用。 

（甲）买方购买的总额 少于保证金，将可扣除方式支付货款。 

（乙）如支付的保证金多于 购买总额的（10%）时，按照以下的

扣除方式支付。 

  （1）可选择支付 客商 所中标珠宝件中的 任意物件。 

  （2）也可支付其它客商中标的物件。 

 （丙）如客商没有购买玉石件 此保证金 可按照以下方式使用。 

  （1）可以转到客商 所呈报的银行账户。 

  （2）转移其他/她 获得购买权的客商。 

21． 有意转到国外时 本会将通过展销委员会 开设有保证金账户之银

行有关联的国外银行 以电汇转账方式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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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暗表方式出售的规定 

22． 缅甸珠宝展销会中，投标之前 每件玉石，珠宝件 将依据展出，

并允许检视至投暗标 前一天下午为止。 

23． 客商必须对自己所要购买的珠宝件的 种类，尺寸，质量，数量

和重量 仔细检查，满意后才决定购买。 

24． 购买珠宝件商人，必须购买所规定价钱的出价表，此出价表的次

序号码及 数量登记入册，不允许出价表 转让给其他/她客商，

必须全权负责 有关自己所购买的出价表。 

25． 珠宝客商投标时 必须准确清楚地填写以下的条件。 

 （a）购买物件的号码，底价 

 （b）购买物件的投标价 

 （c）购买者 亲笔签名 

 （d）购买者姓名和公司 

 （e）购买者 注册号码 

26． 有意购买者，在出价表上 必须把自己有意购买珠宝件的有关条

件 仔细检查填写清楚后及时投入标箱内。 

27． 不会参考出价少于 物件底价的 报价单，并会取消作废。 

28． 投错标箱的标单 将会取消作废。 

29． 投标价以（欧元）出售，因此各件的出价 必须（欧元）计算后，

以数字填写（一次）和文字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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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填写（两次）时，若有出现标价不符和时 会以高价格做出决定。

如投标者只填写一次，展销委员会将按照所填写的投标价作出决

定。 

31． 在竞标者之间，如提出的标价相同，同价者将会再进行竞标，以

提出 只有足够保证金的最高价格才将获得购买权。 

32． 如无意公布错误 获得购买权者的名单，经过审查清楚后，将及

时重新公布正确获得中标者名单。 

33． 关于中标物品 种类，质量，数量和重量 如有出现错误时，只关

于中标者和货主两方同时玉石珠宝相关部门会帮助协调。 

34． 任何玉石，珠宝件 如果没有投标者，将从销售单上剔除取消，

被剔除出单的物件，无论低于，等于或高于拍卖最低价格，都不

会出售。 

35． 珠宝商 因某种原因 对其所申报的资料想取消作废，必须在公布

开放投标箱之前 (17：00）向管理事务委员会报告。 

36. 参加展销会的客商，必须服从缅甸珠宝展销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

委员会授予委任者的决定。 

37． 展销会期间，将适时公布其它有关事宜，客商如有不明之处 可

向各部门小组咨询。 

有关珠宝商付款的规定 

38. 2019 年 年中 缅甸珠宝展销会的投标方式和拍卖方式 进行销售

会中，获得购买权的客商 必须按自己所中标的每一件货物签办

销售协议书（Sal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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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获得购买权者因某种原因，不能在销售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

被视为中标者已签名的文件处理。 

40. 获得购买权者对于所中标的物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付款，并

遵守销售协议书中相关支付条款。 

41． 销售中获得购买权的中标者必须注意 支付中标物件金额过程中，

要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a）对自己所购买 玉石珠宝件之银额，要以缅甸经济银行（内

比都）缅甸珠宝展销会 开设的保证金账户号码（EEM 

400033）各义支付。支付保证金方面需通过从国外以电汇

方式（ Telegraphic Transfer）或国际网络支付方式

（SWIFT Message）支付转账付款银行，必须是缅甸经济银

行（内比都）公认接受的银行。 

（b）已支付过的保证金，允许转账支付。 

（c）不接纳以现金、汇票、旅游支票、私人支票、银行汇票及

信用卡 等支付方式。 

（d）对于珠宝商，购买玉石件时 所支付过的（10%）以外其余

剩款（90%）需在（60）天之内，必须支付。 

（e）买方在销售日后所规定限期内 未能付清全部款额时，被没

收保证金（10%）和支付过的全部银额。 

（f） 若珠宝商已付清所有款额，本会即将把货物以 EXW（EX 

WORKS-只限于公盘内交货）方式运送国外。 

（g）不接纳国外买方购买到的玉石 、珠宝件 转于国内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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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支付所中标的玉石件金额和所指定标号已支付的金额后，

剩余款额也可以转到客商所呈报的银行账户和也可用于提

前支付 下一次举办的展销会保证金。 

42． 关于使用保证金支付玉石件方面，必须按照展销委员会所定下的

规定之下进行付款。 

43． 关于已付款珠宝件的包装 陆运，海运，空运等 运输方面的办理

手续时间 限定(30)天。 

44. 展销会期间 销售者或购买者 因某种原因 呈报来的一切资料 主

席团将会根据规定执行办理。 

45． 主席团 经展销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确认，决定后 该决定的

事件 将会与买卖双方，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会 协调办理。 

 

 

缅甸珠宝展销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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