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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 PNG官方指定评级与养护服务

NGC / NCS 香港提交表说明
向NGC直接提交硬币进行评级、或如有需要同时交给NCS进行养护, 请遵循本指示说明。依照本说明进行操作, 可以避免让您的订单处理发生
延迟。提交表格在NGCcoin.hk在线提供, 您也可要求提供纸质版本。如果在完成表单填写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NGC客户服务:  
+ 852 2115 3639 或者: Asia@NGCcoin.com。

•  将直径不超过 40.6 毫米的裸币置于尺寸63.5毫米 x63.5毫米
的不含PVC的塑料折叠套中。将尺寸稍大的硬币放入尺寸稍
大的护套。硬币应该可以轻易地放入折叠套中。如放置在尺
寸太小的护套里, 硬币可能会导致损坏。

•  将硬币放入护套前, 清除所有的塑料套或任何其他包装材料。

•  每个折叠套里只放置一枚硬币, 将折叠套的另一半折好。每个
币套上用标签写好提交号码和该币编号 
(例如: 1234567-001)。

•  NGC提供三种类型的储币盒。

•  提交硬币时, 使用不同类型的储币盒需要单独填表(譬如: 切勿
将标准NGC储币盒封装的硬币和需要用加厚储币盒封装的硬
币填写在同一张表格上)。

重要提示:

• 表格必须以英语填写

•  请确保所有资料清晰填写。

•  填写每种NCS养护或者NGC评级类别, 请分开填写提交表。切
勿将多于一种的NCS养护服务或NGC评级服务混淆并填写在
同一张表格上。

•  已被评级封装的硬币需单独填写提交表格。

•  签署表格并将提交时需要的所有表格一并递交。

•  为避免损坏硬币, 切勿对折叠套进行切割、粘贴、使用订书
机或者胶水

•  批量提交不指定使用不含 PVC 的塑料折叠套。 可以采用原
厂卷式或NGC指定的其他包装。

•  厚度为4.5毫米到9毫米的硬币(直径不超过45毫米), 需要使用
加厚储币盒。用加厚盒封装的硬币必须单独填写提交表。

•  任何直径超过45毫米或者厚度超过9毫米的硬币必须选择使
用大尺寸储币盒。大尺寸硬币需单独填写提交表。

硬币提交前的准备

填写提交表格

NGC储币盒种类及要求

NGC标准储币盒

直径不超过45毫米、厚度不超过4.5毫米的硬币。

45 mm 4.5 mm

NGC加厚储币盒

直径不超过45毫米、厚度在4.6毫米到9毫米间的硬币。

45 mm 9 mm

NGC大尺寸储币盒

直径超过45毫米、厚度不超过25毫米硬币。

45 mm + 25 mm



ANA & PNG官方指定评级与养护服务

NGC / NCS 香港提交表说明

选择恰当的评级服务类别。 

如果在第四栏选择了NCS标准养护服务, 请同时选择一项NGC
评级服务类别; 如果选择了NCS现代币养护或者NCS现代币超值
养护的话, 本栏请留空。 

a.  每份提交表中只能选择一种评级服务类别。

b.  加厚硬币(厚度为4.5毫米至9毫米之间、直径不超过45毫
米), 必须单独填写提交表。

c.  大尺寸硬币(直径超过45毫米或厚度超过9毫米), 必须单独
填写提交表。

d.  评级服务的要求与描述详列于提交表背面。

e.  如有硬币在其他评级服务类别下提交,请单独填写提交表。

f.  如果提交的硬币是NGC装盒并只适用NGC服务型收费 
(如重新装盒), 此栏请留空

NGC评级服务类别5

如有需要, 请选择所需的NGC服务(或多种服务)。如无此需要, 
此栏请留空。

NGC其他服务的要求与描述详列于提交表背面。

除了版别服务(VarietyPlus®) 和造币厂错币(Mint Error)之外, 
每项服务都必须单独填表。此项会适用于表格上所有的硬币。

在第五栏(NGC评级服务栏)可根据适用情况, 将普通NGC评级
服务类别的储币盒升级为防刮储币盒。

转盒: 如将PCGS评级的硬币提交进行转盒, 请参阅本表最后一
页关于转盒的说明详情。除PCGS公司外, 其他公司认证的转盒
申请恕不接受; 且提交时, 必须签署本表封面背页的同意书。

特别标签或发行标签: 适用于表内列明的所有硬币。使用特别
标签或者专称的硬币请单独填表。除非另有指定, 否则标准棕
色标签会是默认标签。

NGC服务6

NGC图片服务

您可以要求硬币评级后可以进行摄像。选择所需适用的某项
NGC图片服务。一经选择, 服务将适用于表内的所有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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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依照硬币的适用情况, 完成以下选项。并非所有选项全部适
用。申报价值必须填写。如果NGC认为该硬币价值被低估, 会
根据NGC认为的公允市场价值进行养护费以及/抑或评级费的
相关调整。在此填写硬币资料。每一枚硬币的添加记录请依序
填写, 所有的硬币记录必须填写妥当。

a.  数量: 填写该行硬币总数量。例如: 完全一样的硬币如数量
是两枚, 请填写数字“2”。

b.  国家: 填写硬币的所属国家。

c.  硬币年份: 填写硬币的年份。

d.  造币厂标记: 如适用, 填写硬币的造币厂标记。

e.  面值: 填写硬币的面值。

f.  MS或PF: 填写MS代表普制币: 填写PF代表精制币。

g.  版别: 如适用, 请填写硬币的版别。请勾选VarietyPlus® 

(版别) 或 Mint Error(造币厂错币)。请留意服务会进行额
外收费。

h.  转盒之最低等级: 如在“Crossover”(转盒)下提交硬币, 只
需填写“Minimum Grade” (最低评级要求, 只限PCGS评
级币)。详见本表最后一页的转盒说明。

i.  认证编号: 如硬币已由NGC、NCS或PCGS装盒, 请填写硬币
储币盒上的认证编号。

j.  申报价值: 填写每枚硬币的申报价值。在合适的框中填写
总申报价值。

列明提交的硬币8

在相应空格中填写您的正式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

填写您的账户号码。

提交人的姓名与地址

账户号码

1

2

选择“US”(美国币)、“world”(其他世界币)或“ancient”(古代
币)中的任意一种。分属美国币、其他世界币、古代币的不同
类型, 必须单独填写提交表。

提交种类3

如果您希望硬币让NCS进行评估和养护服务(非必选), 请在此栏
选择需要的NCS养护服务类别。

•  如您选择NCS标准养护服务(NCS Standard Conservation), 
请同时在第五栏选择NGC评级服务的类别。NGC评级服务费
另行收费。

•  如您选择NCS现代币养护(NCS Modern)或NCS现代币超值养
护(NCS Modern Value), 则不需再选择NGC评级类别。NGC
评级费用已包括其中。

•  大尺寸和已被评级封裝的硬币必须单独填写提交表。

NCS只会为它认为的、从养护服务中受益的硬币进行养护。如
果您选择了NCS标准养护, 而NCS认为养护服务对其并无益处
时, 硬币会直接转交NGC评级, 并只收取NGC评级费; 而如果选
择了NCS现代币养护或者NCS现代币超级养护、且NCS认为硬
币并不会从养护过程中受益的话, 硬币会直接交给NGC评级, 这
种情况下NCS现代币和超级现代币的全额收费仍然会收取。

NCS养护服务的要求及描述详列于提交表背面。每份提交表上
只可选择一种NCS养护服务。 

NCS养护服务(非必选)4

总费用

计算需支付给NGC的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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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盒说明
适用于经PCGS认证的硬币要求转盒的情况。除PCGS之外, 经
其他公司认证的硬币, 转盒要求恕不接受; 且提交时, 必须签署
封面背页的同意书。

同等级转盒——如果您希望硬币交给NGC评分时, 保持和现
在被认证的同一等级, 请在此栏填写“SAME”(相同)。请留
意最低评分要求同时适用于数值评级和专称。如专称可为
Cameo(镜面效果)和Ultra Cameo (超级镜面效果)。如果数
值分数可以满足, 专称的标准却无法满足, 硬币还是不符合 
“同等级转盒”。

任意等级转盒——如果硬币可以接受任意评级分数, 请在此
栏填写”ANY”(任意)。请留意如表层某部分有损伤情况, 例
如划痕或者经过不当方式清洁, 即使该栏列明为“ANY”, 硬
币都不会进行转盒。

指定最低等级——如提交者愿意以比目前封装盒上更低的分
数交给NGC转盒, 请在该栏上写下指定的最低评分。如一枚
被评为MS 64的硬币, 而提交者接受NGC给予MS 63的话, 请
在该行一栏写下MS 63。

硬币进行NGC细节评级转盒——对于表层有损害痕迹的硬
币, 包括被其他公司认证为细节评分或者为真品, 可以交NGC
进行细节评级转盒。在该栏写下”DETAILS”(细节)即可。如
果硬币符合数值评分资格, 即使注明了是“DETAILS”, 该硬币
仍然会获得数值分数。反之亦然。如果硬币虽然有目前有数
值等级、却发现有表层损坏状况, 如果注明的是“DETAILS”, 
硬币就会进行NGC细节评级。

重要提示: 如果Crossover Min. Grade(转盒最低等级)被留
空, 目前封装盒上的等级就会自动为转盒最低等级。此栏留
空并不意味着要求以任意等级转盒, 而是意味着以相同等级
转盒。恕不接受比目前等级分数更高的等级的转盒要求。即
使如此, 如果硬币转盒时被认为符合NGC更高评级标准, 是可
以获得新评分的。

带有专称的硬币进行转盒时, 如专称可为CAMEO(镜面效
果)、FULL BANDS(切分完美), 您不能要求加上在目前封
装盒上并没有认证过的专称。譬如一枚Standing Liberty 
Quarter(站立着的自由神1 / 4美元)硬币在提交时并没有被认
证为“FULL HEAD” (头部铸造完美), 在交给NGC进行转盒时, 
惟须NGC认为它符合该专称要求方可。

Star(星号)专称——不能要求只在硬币会获得星号的情况 
下, 才接受转盒。

付款与签署

NGC香港办公室接受电汇、Visa信用卡、万事达信用卡以及美
国运通信用卡。如使用信用卡付款, 您必须在此栏签名。

如果您有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抵用额, 它会自动扣减评级收费 
(运输费和处理费除外)。扣除抵用额之后的运输费、处理费以
及产生的其他收费, 您同样需要先提供有效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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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细则

请在底部签名并填写好日期。提交表必须签名后方可进入执行
程序。提交表的最后一页供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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