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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佳士得2009年秋拍
年秋拍
香港佳士得
为亚洲藏家呈献稀世珍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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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一流的来源，
一流的来源，是本季
是本季秋拍的不二之
选

香港 － 继香港佳士得于2008年11月及2009年5月顶级珍贵名酒拍卖会的空前成功，佳士
得将于本年11月28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顶级珍贵名酒」拍卖会中，为众收藏家再次
带来一系列来自全球经典酿酒区最珍贵及罕有的顶尖佳酿。
作为全球洋酒拍卖的翘楚，对佳酿的质素及保存状况这方面的严谨要求，佳士得比任何一
间拍卖行都更为重视，因此此场秋拍的拍品更能特显其身价。为满足一众亚洲洋酒鉴赏
家，此次秋拍有多款波尔多1982、1989、1990、2000及2005等顶尖年份的佳酿，当然还有
罗曼尼．康帝(Domaine de la Romanée-Conti)及传奇酿酒师享利．贾伊尔（Henri Jayer）酿制
的名酒。本拍卖的另一焦点是一批来自两个来源绝对可靠的欧洲收藏家原箱之珍贵藏酒，
于亚洲市场相当罕有，无论是资深或新晋收藏家都不能错过。接踵而出的是「一手酒」的
系列，这些「一手酒」有来自波尔多、勃根地及优秀年份的香槟，这些来源无可挑剔的佳
酿，实在是机会难得。
自从香港政府于2008年取消葡萄酒税后，香港已跃升为世界名酒拍卖中心之一。广布于亚
洲的收藏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不仅反映在香港的葡萄酒拍卖会上，连在佳士得于
纽约及伦敦举行的国际性拍卖会中，亦能找到这批重要买家的踪影。事实上，亚洲买家在
佳士得2009年春季的全球洋酒拍卖中所占的金额，已超越其它所有地区，占当季整体销售
额的61%，远超过2005年春季时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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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足珍贵的机会：
年佳酿
弥足珍贵的机会：完美来源的1949年佳酿
完美来源的
一些拥有甲子之龄，由酿造到现在都未曾易手且储存于完美环境下的葡
萄酒实属难能可贵。本季「顶级珍贵名酒」拍卖会其中一个亮点非三项
1949年酿制的葡萄酒拍品莫属，包括一支6瓶装特大号（Jeroboam）及独
一无二的拉斐庄（Lafite-Rothschild），此酒一直置放于一知名葡萄酒中
介商位于波尔多的完美酒窖之中。在接近六十年的岁月里，它们只在
1998年因送回酒庄更换橡木塞及招纸而被移动过一次，可想而知这批葡
萄酒无论在外观与味道上都可堪称完美。估价是75,000 到240,000港元
（9,600到 30,800美元），这些令人惊叹不已的葡萄酒实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六十华诞的不二之选。

勃根地1999年份出类拔萃的特级珍藏
年份出类拔萃的特级珍藏
勃根地
每十个年份，假如我们够幸运的话，就能遇上勃根地的特优年份葡萄酒，这些酒拥有迷人
的香气，出色的深度及非凡的集中度。这些酒都是传奇——它们能够在往后好几十年的生
命中，发展出只有在经典年份伟大的勃根地葡萄酒中才能找到的独特个
性与风味。1999年正是这样的一个年份，而香港佳士得非常荣幸地可在
本季度的拍卖中带来一批来自勃根地最稀有珍贵酒庄的葡萄酒，以饕世
界上最独具慧眼的勃根地爱好者。这批1999年的佳酿包括罗曼尼
罗曼尼．
罗曼尼 ． 康
帝、Domaine Comte Georges de Vogüé、Domaine Ponsot、
、Domaine
Armand Rousseau 、 Domaine George Roumier 及 享 利 ． 贾 伊 尔
(Domaine Henri Jayer)，估价是15,000至 400,000港元（2,000至51,000美
元）。任何收藏家均能在是次拍卖中找到来自这绝无仅有优秀年份的顶
尖布根地特级葡萄园葡萄酒。

精心挑选的三十六瓶垂直年份武当庄
精心挑选的三十六瓶垂直年份武当庄
香港佳士得于本季度将带来所有波尔多左岸五大酒庄的垂直年份珍藏，包括 拉斐庄
(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 、 奥 比 安 庄 (Château Haut-Brion) 、 玛 歌 庄 (Château
Margaux)、
、 拉图庄(Château
拉图庄
Latour)及
及 武当庄(Château
武当庄
Mouton-Rothschild)，令新晋的收
藏家可以在一场拍卖中获得一些来自世界顶尖酒庄的十二个年份葡萄酒，而且全部状况良
好，实属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云云珍藏之中其中一个亮点是三十六瓶不同年份
三十六瓶不同年份，
的武当
三十六瓶不同年份，经过精心挑选，
经过精心挑选，来自Pauillac的
来自
庄佳酿（估价：110,000 至160,000港元／14,100至 20,500美元）。除了如1982及1986等二十
庄佳酿
世纪的经典伟大年份之外，亦包括了更加成熟优雅的1976及1981
年，当然武当庄于90年代的一些优秀年份如1990，1995及1996亦
包含其中。这批次的武当庄将成为本季度最令人引颈以待的珍
藏品。这批次的买家将可拥有十二个年份各三瓶的佳酿，合共
三十六瓶完美的葡萄酒，且每瓶均附有不同艺术家所绘的特色
酒标，每个年份皆不相同，是为武当庄的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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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拍卖精选：
其它拍卖精选：名酒收藏家的目标
原木箱 1990 年柏翠庄
每箱 12 瓶
估价：280,000-380,000 港元 (35,900-48,700 美元)
2000 年拉图庄
每箱 12 瓶
估价：120,000-180,000 港元 (15,400-23,100 美元)
1990 年拉斐庄
瓶装及大瓶装
估价：70,000-80,000 港元 (9,000-10,300 美元)
2005 年罗曼尼．
罗曼尼．康帝
共十六瓶
估价：250,000 - 350,000 港元(32,000-44,900 美元)

来自一个长期存放于英国一完美酒窖的私人葡萄
酒珍藏

是 Pomerol 区 1990 年 的 顶 级 佳 酿 ， 被 罗
拔．柏加（Robert Parker）评为100分。
这酒拥有最佳的年份和的质素，是Pauillac区
的最顶级的佳酿。
8 瓶完美的 1990 年拉斐庄，全拥有清晰一流
的来源，仍然保存在原装木箱。
由十六瓶来自极优秀的2005年份组成的批
次，包括一瓶罗曼尼．康帝(Romanée-Conti
Grand Cru) 和 La Tâche ， 以 及 GrandsEchézeaux 、 Echézeaux 、 Richebourg 和
Romanée Saint-Vivant各三瓶。
其中一款在二十世纪最备受赞赏的葡萄酒，
这批酒自最初被购入后便从来没有被移动
过，且还在原木箱里。

五箱原木箱1982年
年拉斐庄
五箱原木箱
每箱十二瓶
估价： 200,000-250,000港元(25,640-32,000美元)

来自一个长期存放于英国一完美酒窖的私人葡萄
酒珍藏
1990 年 Le Pin
8 瓶特大号（
）
瓶特大号（IMPERIALE）
估价：400,000-600,000 港元 (51,300-76,900 美元)

1990 年的 Le Pin 是一瓶产量极低的传奇佳
酿，大约只生产了八百箱，绝对不能满足全
球市场的庞大需求。此 8 瓶特大号
（IMPERIALE）Le Pin 于 1990 年生产，是
为数极少的经典之一。

*备有图片可供索取
备有图片可供索取*
备有图片可供索取
欲知更多香港佳士得 2009 年秋季拍卖精选，
年秋季拍卖精选，请点击 http://www.christies.com/chinese
拍卖:
拍卖

11 月 28 日（星期六）

顶级珍贵名酒

下午 3 时

预展:
预展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1 月 27-28 日（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6 时

关于佳士得：
关于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艺术市场的顶尖拍卖行，2008 年全球艺术品拍卖及私人洽购交易的总成交额高达 28 亿英镑/51
亿美金。佳士得 2009 上半年全球艺术品交易额达 12 亿英镑（18 亿美元）。佳士得拍卖行的名字代表了精美绝
伦的艺术品，无可比拟的服务和专业程度，以及国际知名的显赫声誉。 佳士得拍卖行于 1766 年由詹姆士．佳
士得﹝James Christie﹞创立，于 18、19 至 20 世纪相继举办了最重要的拍卖会，至今依然是珍罕独特艺术品的
汇集之地。佳士得每年举行 450 多场拍卖，涵盖超过 80 个拍卖类别，包括各类装饰艺术品、珠宝、影像、收
藏名品、名酒等等。价格从 200 美元至 8 千万美元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30 个国家设有 53 个代表处及 10 个拍
卖中心，包括伦敦、纽约、巴黎、日内瓦、米兰、阿姆斯特丹、迪拜及香港。最近，佳士得率先扩展如俄罗
斯、中国、印度、阿联酋等世界新兴艺术市场，并在全球多个城市成功举行拍卖及展览。www.chris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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