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G纸币评级层级与费用(中国境内）
2020年4月1日起生效

ANA、PNG官方评级服务机构

所提及的费用及上限价值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仅适用于中国境内提交的纸币。
提交时即需付清款项。
一张提交表仅能填写一个评级层级。（每张提交表需收取人民币10元的手续费。）
评级层级

特等珍品 (Unlimited WalkThrough)

高价值珍品 (High Value WalkThrough)

珍品 (WalkThrough)

精品 (Express)

标准 (Standard)

超值型 (Value)

每张纸币收费(人民币)

层级要求

¥1,000 + 1% 公允市场价 价值不限（最低收费¥4,000）。
值 (最低收费¥4,000）

¥1,900

上限价值为¥ 330,000的纸币。

¥1,250

上限价值为¥ 165,000的纸币。

¥630

上限价值为¥ 62,500的纸币。

¥315

上限价值为¥18,750的纸币。

¥250

特殊经济型 (Economy Special)

¥225

经济型 (Economy)

¥190

上限价值为¥9,375的纸币。

纸币上限价值¥1,875，所有错币、美国造币和印钞局发行的债券、样钞、试印钞、试样钞和 / 或在《美国纸币》
（Arthur和Ira Friedberg合著）、
《美利坚1782-1866废弃钞票标准目录》
（ James Haxby著）、
《联邦和南部
州份货币》
（Grover Criswell著）、
《军用钞票》
（Fred Schwan著）、
《加拿大纸币标准目录》
（R. J. Graham编
写，Charlton出版）及《世界纸币标准目录》
（Tracy Schmidt编写）中未收录的纸币。

纸币上限价值¥1,875，不包括错币、
美国造币和印钞局发行的债券、
样钞、
试印钞、
试样钞和 / 或在Friedberg、
Haxby、Criswell、Schwan、Charlton或《世界纸币标准目录》中未收录的纸币。

现代纸币 (Modern) (1960年至今)

¥160

纸币上限价值¥1,875，包括1960年至今发行的所有纸币，但不包括错币、美国造币和印钞局发行的债券、样
钞、试印钞、美国试样钞和 / 或在Friedberg、Schwan、Charlton或《世界纸币标准目录》中未收录的纸币。

连号纸币 (Consecutive Notes)

¥105

所有纸币必须是同一目录号，且所有序列号必须是连号。
近代纸币和现代纸币如符合上述批量提交条件，均
可按此服务层级提交。

批量提交

混合近代纸币 (Mixed Vintage) (1960年前)

适用于所有批量提交：纸币上限价值¥1,875。
50张起收。
以下纸币不可按批量层级提交: 错币、美国造币和
印钞局发行的债券、样钞、试印钞、美国试样钞，中国1948年至1953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Pick编号800至
859）,和 / 或在Friedberg、Schwan、Charlton或者《世界纸币标准目录》中未收录的纸币。

¥160

纸币目录号和 / 或序列号可以不同。
所有1960年前发行的纸币如符合上述批量提交条件，
均可按此服务层级提交。

混合现代纸币 (Mixed Modern) (1960年至今) ¥125

纸币目录号和 / 或序列号可以不同。
所有1960年至今发行的纸币如符合上述批量提交条件，
均可按此服务层级提交。

早期发行 / 首期发行
(Early Releases / First Releases）

选择此项服务为符合条件的纸币申请早期发行或首期发行标识。
现代纸币批量提交则无需支付此费用。

附加服务

特殊标签 (Special Label）

PMG大尺寸封套 (PMG Oversize Holder）

定制封套 (Custom Holder）
小号 (Small）
大号 (Large)

重新评级 (ReGrade)

版别 (Variety）

系谱 (Pedigree）

换装（Cross Over）

更换封套

每张纸币收费(人民币)

相应层级费用 + ¥35

相应层级费用 + ¥10

相应层级费用 + ¥95

相应层级费用 + ¥175
相应层级费用 + ¥350
相应层级费用

相应层级费用 + ¥35

相应层级费用 + ¥35

相应层级费用

每张纸币收费(人民币)

更换封套 (ReHolder)

¥65

更换大尺寸封套（Oversize Reholder）

¥95

高价值纸币更换封套 (High Value ReHolder） ¥150

高价值纸币更换大尺寸封套（High Value
Oversize ReHolder）

¥200

高价值纸币更换小号定制封套（High Value
Custom ReHolder Small）

¥300

高价值纸币更换大号定制封套（High Value
Custom ReHolder Large）

¥475

退回包装物料 (Return Packaging）

适用于多张纸币套装、连体钞以及尺寸超过205 x 220mm的纸币。
必须单独填写提交表。
PMG保留使用更
大尺寸封套的决定权，并对适用于这些封套的纸币向提交者收取适当的费用。
尺寸在205 x 220mm~305 x 350mm的纸币。
尺寸在305 x 350mm~400 x 470mm的纸币。

如您对PMG认证币的评级等级存有异议，认为评级等级偏低，您可提交纸币进行复审。
纸币必须完好封装在
PMG封套中。
另在提交时，请根据纸币的价值，选取相应的评级层级。
费用按常规评级费用收取。

额外归属标注下列书籍中未收录的版别：Friedberg、Haxby、Criswell、Schwan、Charlton或《世界纸币标
准目录》；及归属标注所有人民币“f”荧光版别。

保留个人或公共藏品的相关信息。
（如：Ford Collection)

为了对由PCGS Currency、PCGS Gold Shield、PCGS Banknote Grading、PCGS CMC或PCGS Banknote
(以下统称“PCGS”) 封装的纸币进行PMG认证，需要进行复审。
只有当PMG认为该纸币的PCGS评级等级符
合或超过PMG相应评级标准，PMG才会将其从PCGS封套中取出。
如果PMG认为该纸币无法达到PMG相应
评级标准，PMG则会将该纸币保留在原PCGS 封套内予以返还，并在扣除每张纸币人民币65元的处理费用
后，退还评级费。
如果无论由PCGS封装的纸币从PMG获得任何等级，您也希望由PMG认证封装，请在PMG
提交表格上以粗体注明“CROSS AT ANY GRADE”。
注明“CROSS AT ANY GRADE”的换装服务提交可享受
PMG评级费八折的优惠。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见PMGnotes.cn/crossover。

说明

为已由PMG封装的纸币更换封套。
纸币价值不超过¥62,500。

为已由PMG大尺寸封套封装的纸币更换封套。
价值不限。

为已由小号定制封套封装的纸币(205 x 220mm~305 x 350mm)更换封套。
纸币价值不超过¥62,500。

为已由小号定制封套封装的纸币更换封套。
价值不限。

为已由大号定制封套封装的纸币(305 x 350mm~400 x 470w)更换封套。
纸币价值不超过¥62,500。

收费（人民币）

¥0

尺寸在195 x 120mm~205 x 220mm的纸币。
PMG保留使用更大尺寸封套的决定权，并对适用于这些封套
的纸币向提交者收取适当的费用。

为已由PMG封装的纸币更换封套。
价值不限。

更换大号定制封套（Custom ReHolder Large） ¥350

其他服务

选择此项服务申请PMG特殊标签。
批量提交则无需支付此费用。
如欲查看PMG特殊标签列表，
请访问PMGnotes.cn/labels。
请注意：一张提交表仅能填写一种特殊标签。

为已由PMG大尺寸封套封装的纸币(195 x 120mm~205 x 220mm)更换封套。
纸币价值不超过¥62,500。

更换小号定制封套（Custom ReHolder Small）¥175

品相重估 (Appearance Review）

说明

¥35 每张提交表

为已由大号定制封套封装的纸币更换封套。
价值不限。

说明

为您认为评级等级偏高的纸币进行重新评估。

例如原厂证书，纸币保护袋和保护盒等。
如申请本服务，则收费不包括运输费用。

关注微信公众号

Service@PMGnotes.cn • (+86) 400 635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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