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士得香港 2016 春季拍賣總成交港幣 28 億/美元 3.64 億   
 

「亞洲 30 週年誌慶——世紀珍藏」特拍百分百成交 
 

國際藏家競投踴躍   大師傑作備受追捧 

 
 

 

香港 – 繼 1986 年於亞洲舉行首拍以來，佳士得香港今季春拍再次表現穩健。包括明宣德青花五爪

雲龍紋大罐、5 克拉天然鮮彩綠色鑽石 The Aurora Green、以及一件珍罕霧面白色喜瑪拉雅尼羅鱷

魚皮 30 公分鑽石柏金包在內的亮點拍品，均以高價成交。本季春拍於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舉行，

不同價位、材質、類型、時期的藝術珍品吸引了資深及新藏家，共錄得成交總額港幣

2,818,565,713 /  美元 364,618,004，再度彰顯香港與紐約、倫敦同列世界重要藝術交易中心的地

位。本季佳士得首次舉行中國書畫的網上拍賣，反響熱烈，45% 的作品以高於最高估價成交。 

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表示： “過去三十年間，佳士得矢志創新，不斷引領市場潮流與發展。此季

拍賣成績再度印證香港作為亞洲藝術中心的重要位置，各品類表現穩健。為紀念 30 週年這樣一個特

別的時刻，我們首次舉行跨品類週年誌慶特拍，藏家反響熱烈，拍品百分之百成交，再度體現創新

策展思維以及不斷提升藏家的跨品類購藏興趣。佳士得過去三十年間於亞洲走過不凡歷程，我們非

常高興可以與藏家一同成長，不斷精進，並構築佳士得香港團隊的專業以及對於藝術的激情。我們

期待著與國際同仁共慶下半年的佳士得全球成立 250 週年。” 

  

新聞稿  ｜  香港   

 即時發佈  |  2 0 1 6 年 6 月 1 日  

 

 

 



2016 佳士得香港春季拍賣成交結果 

 佳士得名釀 

2016年 5月 27、28 日 

 

總成交額港幣 35,747,338 /美元 4,625,090  

 

- 本季焦點拍品為 12瓶亨利·賈葉 2001年份 Vosne-Romanée Cros 

Parantoux, 以港幣 612,500 /美元 79,247成交 

- 呈獻來自 84 個享譽全球的頂尖酒莊之直送佳釀, 以及來自私人收藏的

加州 Sine Qua Non 膜拜酒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 

2016年 5月 28、29 日 

 

總成交額港幣 807,053,750 /美元 104,418,770  

 

- 成交價最高之拍品為趙無極《翠綠森林》, 以港幣 70,680,000 /美元

9,144,769 成交。 

- 買家競投積極踴躍，該拍場彙聚並展現年輕藝術家與成熟藝術家交匯之平

臺，充分呈獻不同流派的亞洲二十世紀藝術及亞洲當代藝術佳作。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精緻名表 

2016年 5月 30日 

 

總成交額港幣 103,658,125 /美元 13,411,566  

 

- 焦點拍品: Richard Mille, 獨一無二 18k白金酒桶形鏤空腕表, 為紀

念寶詩龍 150 周年而制, 以港幣 3,640,000 /美元 470,953 成交。 

- 本季最高價拍品為高珀富斯、Philippe Dufour 及 Michel Boulanger, 

18k 白金半鏤空原型腕表，配陀飛輪, 以港幣 11,296,000 /美元 

1,461,507 成交。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中國書畫 

2016年 5月 29、30及 31日 

 

總成交額港幣 590,436,500 /美元 76,392,555  

 

- 本季最高價拍品為張大千的作品《敦煌莫高窟初唐畫大士像》，以港幣

50,520,000 / 美元 6,534,105成交。 

- 佳士得首次舉辦的中國書畫網上拍賣【丹青薈萃】成績優異，總成交達

7,496,250 港元/969,542美元。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瑰麗珠寶 

2016年 5月 31日 

 

總成交額港幣 660,766,250 /美元 85,471,893  

 

- THE AURORA GREEN，全球最大的天然鮮彩綠色鑽石，最終以港幣

130,040,000 /美元 16,818,981成交，並創下綠鑽的世界成交紀錄以及

綠鑽單位價格 3,343,733美元每克拉的新紀錄。該枚鑽石由周大福競

得。 

- 本場拍賣成功吸引橫跨 5大洲 19 個國家的 197名買家參與競投。共誕

生 4項世界拍賣紀錄誕生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中國工藝精品 

2016年 6月 1日 

 

總成交額港幣 580,287,500 /美元 75,046,242  

 

- 本季最高價拍品為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雲龍紋大罐以港幣 158,040,000 / 

20,447,642 美元於［佳士得亞洲三十周年志慶 —— 世紀珍藏］特別拍

賣中成交。 

- 清康熙滄門刻恭親王龍鳳田黃對章，成交港幣 85,240,000 /美元

11,024,686，並創下田黃印章的世界拍賣紀錄。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手袋及配飾 

2016年 6月 1日 

 

總成交額港幣 39,016,250 /美元 5,044,893  

 
- ［佳士得亞洲三十周年志慶 —— 世紀珍藏］特別拍賣中一件珍罕霧面

白色喜瑪拉雅尼祿鱷魚皮 30公分鑽石柏金包附 18K白金及鑽石配

件，  愛馬仕 2008年，以港幣 2,320,000 / 美元 300,168成交，取得

手袋類別世紀紀錄。 

- 手袋及配飾拍賣專場總成交額為港幣 36,696,250 /美元 4,744,725，成

交率以項目計為 87%，以價值計為 90%。 

 

點擊此處瞭解完整拍賣結果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309&viewType=list&lid=1&action=sort&sid=7e18af04-57bf-43a5-8da8-9e3de2b95ff8&sortby=ehigh
http://www.christies.com/Results/PrintAuctionResults_ch.aspx?saleid=26265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watches/richard-mille-a-unique-and-very-fine-6002679-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2679&sid=3f9666d9-df24-45c2-a0bb-7fb5cd0de8da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watches/greubel-forsey-philippe-dufour-and-michel-boulanger-6002899-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2899&sid=3f9666d9-df24-45c2-a0bb-7fb5cd0de8da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310&viewType=list&lid=1&action=sort&sid=3f9666d9-df24-45c2-a0bb-7fb5cd0de8da&sortby=ehigh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paintings/zhang-daqian-guanyin-in-early-tang-style-6001195-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1195&sid=09f5e432-2da7-45bf-937d-acbb78ad5443
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exquisite-eye-fine-chinese-paintings-calligraphy/lots/247?SitecoreGUID=%7b8DD64EE4-C3EF-403A-BB2F-248219B31716%7d&sectionName=auctions_Nav&lid=1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311&lid=3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jewelry/a-superb-coloured-diamond-ring-6000784-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0784&sid=8c0a3c4a-f7a9-43e4-8b58-e65bb186c9c3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311&lid=3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296&lid=3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textiles-costume/an-exceptional-matte-white-himalaya-niloticus-crocodile-6000022-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0022&sid=1864284c-a7a2-46b2-b1b2-6655e7f7729d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textiles-costume/an-exceptional-matte-white-himalaya-niloticus-crocodile-6000022-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0022&sid=1864284c-a7a2-46b2-b1b2-6655e7f7729d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textiles-costume/an-exceptional-matte-white-himalaya-niloticus-crocodile-6000022-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0022&sid=1864284c-a7a2-46b2-b1b2-6655e7f7729d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salebrowse.aspx?intSaleid=26323&lid=3


 

傳媒垂詢: 

高志宏  +852 2978 9966 | lbingle@christies.com 
 

 

 

關於佳士得 

 

佳士得在全球藝術市場中位處領導地位，于2015年的全球拍賣、私人洽購及網上拍賣成交總額達48億英鎊/74億美元，傲視國際藝術市場。佳士得的

名字一直是藝術傑作、超卓服務、專業知識及國際風尚的代名詞。 

2016年是佳士得慶祝進駐亞洲三十周年的大日子，時至今日，業務已涉及亞太區內11個市場，為全球來自亞洲、歐洲及北美洲的藏家提供頂尖的專業

服務。1986年佳士得於香港舉行的首次拍賣，成交額179萬美元，而2015年的春季及秋季拍賣則已錄得共7.69億美元成交額，成績斐然。作為業界的

領導者，佳士得提供最全面的拍品類別，並涵蓋亞洲藝術品及珍貴奢侈品。 

佳士得自1766年由詹姆士‧佳士得 (James Christie) 創立，至今年2016年正值慶祝成立250周年，在過去數個世紀佳士得先後舉辦多場舉足輕重的拍

賣會，全球藝術傑作與珍罕精品皆彚聚於此。佳士得每年舉行約450場拍賣，涵蓋超逾80個範疇，包括裝飾藝術、珠寶首飾、攝影作品、收藏精品、

名酒等等，價格從200美元至過億美元不等。佳士得私人洽購業務發展經年，成績有目共睹，致力為全球藏家搜求或出售戰後及 當代藝術、印象派及

現代藝術、古典大師及珠寶首飾等珍品。 

佳士得在全球32國設有54間辦事處，12所拍賣中心分別位於倫敦、紐約、巴黎、日內瓦、米蘭、阿姆斯特丹、迪拜、蘇黎世、香港、上海、孟買等地。

佳士得率先開拓新興市場，積極於俄羅斯、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地擴展業務，並已於北京、孟買及迪拜成功舉行多場拍賣及展覽。 

 

*估價不包括買家酬金。拍賣總成交額為落槌價加上買家酬金，並不反映成本，協力廠商融資費用或買賣雙方信貸。 
 

# # # 

流覽佳士得網站：www.christies.com 

於 www.christies.com 或佳士得 iPhone程式流覽完整產品目錄 

通過其它途徑關注佳士得: 

 
 

mailto:lbingle@christies.com
http://www.christies.com/
file:///C:/Users/cdelorenzo/AppData/Local/PLANNING/Administration/Templates/Press%20Release%20Templates/www.christies.com
http://pinterest.com/christiesinc/
http://www.facebook.com/Christies
http://twitter.com/
http://instagram.com/christiesinc
http://christiesauctions.tumblr.com/
https://www.youtube.com/user/christiesauctions?feature=results_main


佳士得慶祝於亞洲舉辦拍賣30年（1986-2016年） 

涉足亞太 

區內11個 

市場 
自1986年 

來吸引逾 

70個國家 

的買家 

每季呈獻 

逾4,000件 

拍品 
30年來， 

亞洲拍賣 

成交總額 

上升430倍 

2015年成 

交總額高 

達60億港 

元 

自1986年 

來於香港 

呈獻近十 

萬件拍品 

1986年1月13日，佳士得香港于文華酒店康樂廳首 
度舉行兩場拍賣，呈獻共242件拍品。 

【佳士得亞洲三十周年志慶 —— 世紀珍藏】特別拍賣中一
件明宣德青花五爪雲龍紋大罐成為全場最高價拍品，以港幣
158,040,000/美元20,447,642 成交。 

全球最大的天然鮮彩綠色鑽石，最終以港幣130,040,000港元 
/美元16,818,981成交，並創下綠鑽的世界成交紀錄以及綠鑽
單位價格3,343,733美元每克拉的新紀錄。 

 

本季最高價拍品為一枚由高珀富斯、Philippe Dufour及Michel 

Boulanger推出的18K白金半鏤空原型腕表，最終以港幣
11,296,000/美元1,461,507成交。本件拍品佳士得向買家收
取的全部傭金將捐予Time Aeon Foundation。 

 

本季中國書畫系列拍賣中最高價拍品為張大千的作品《敦煌
莫高窟初唐畫大士像》，以港幣50,520,000/美元6,534,105

美元成交。 

趙無極約1950 年創作的《翠綠森林》在5月28日舉行的亞洲

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中成為本場最高價拍品，以港

幣70,680,000/美元9,144,769 成交。 

【佳士得名釀：顯赫名窖直遞珍釀】拍賣中一瓶2005年份羅
曼尼 ‧康帝莊夜丘區列級園 取得最高成交價港幣343,000 
/美元44,365。 

【佳士得亞洲三十周年志慶 —— 世紀珍藏】特別拍賣中一
件珍罕霧面白色喜瑪拉雅尼祿鱷魚皮30公分鑽石柏金包附
18K白金及鑽石配件，愛馬仕2008年，以港幣2,320,000/美
元300,168成交。 

本場最高價拍品為一件清康熙滄門刻恭親王龍鳳田黃對章成
交 港幣85,240,000/美元11,024,686美元，成為拍賣中最高
價成交的田黃對章。 

佳士得香港2016年春拍亮點 

 
 
 
 

“大雅寶胡同甲2
號——二十世紀中
國美術的傳奇”展
覽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隆重舉行剪綵
儀式。30餘幅大師
作品展出，以紀念
20世紀在中國藝術
史上寫下璀璨篇章
的中國藝術先驅。 
 
 
 
 
        

請點擊HERE 瀏覽三十週年誌慶紀念冊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watches/greubel-forsey-philippe-dufour-and-michel-boulanger-6002899-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2899&sid=6631391c-bf11-4017-ac3d-928b296ff925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paintings/zao-wou-ki-untitled-6001754-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1754&sid=7c9365ac-34e5-41e5-89ac-a4ac27cdbcfa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er/textiles-costume/an-exceptional-matte-white-himalaya-niloticus-crocodile-6000022-details.aspx?from=salesummary&intObjectID=6000022&sid=20581fc2-1364-4777-97ec-0f96978c57c2
http://www.christies.com/zmags?ZmagsPublishID=112450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