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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顶尖珠宝藏家季度焦点：
香港佳士得【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秋拍
呈献逾 300 件美钻、宝石及翡翠珍品
估值 6 至 8 亿港元／7,500 万至 1 亿美元
当中包括一对 35 克拉圆形足色完美无瑕钻石

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1时30分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廰，伍斯拍卖厅

香港 ─ 领导全球珠宝首饰拍卖逾18年的佳士得拍卖行，将于2011年11月29日假座香港会议展览
中心举办香港佳士得【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秋季拍卖。
佳士得于2011年上半年取得的全球珠宝成交总额，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30%，并屡创拍卖纪录，
成绩斐然。珠宝市场的蓬勃发展可见于本年度的香港春季拍卖，成交总额接近7亿港元／8,940
万美元。此次拍卖不仅创下亚洲珠宝拍卖最高纪录，更成为全球佳士得最大型的珠宝拍卖。
佳士得珠宝及翡翠部亚洲区董事石丽华表示：「珠宝拍卖市场不断扩展，全球珠宝收藏家人数
亦持续增长。为应这群顶尖宝石鉴赏家及市场所需，我们特别搜罗了总估值逾6亿港元／7,500
万美元的上等美钻、重要宝石、珍稀翡翠瑰宝及名家珠宝，是本季秋拍最瞩目专拍之一。」

白钻焦点
包括
35 克拉圆形足色完美无瑕钻石一对
顶级白钻每克拉价格于现时市场持续攀升，上等钻石备受全球收藏家所热
烈追捧。本季焦点便是两颗分别重达35.77及35.61克拉足色完美无瑕（D
Flawless）的圆钻。这是拍卖史上最大型的对钻，两颗如车厘茄般大小的
钻石，在切割、打磨及比例范畴均获得「Triple Excellent」（三项极优）
级别。此外，这对钻石同时属Type IIa，其化学成份最为纯净，更显通透
亮泽。
全球首屈一指的钻石制造及贸易公司史妲美诗钻石集团（The Steinmetz
Diamond Group），受委托为这两颗各重达35克拉的圆形钻石进行切割。两枚钻石均产自南非，
要在相若时段找到不同的大型无色原石，本属珍稀罕有。若要找到一对匹配美钻，更是难能可
贵。这对钻石曾于2010年12月由史妲美诗在纽约古根汉美术馆（Guggenheim）公开展览，并于
2011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FOREVERMARK」发布会上展出，成为刻有「FOREVERMARK」
印记的最大型对钻。「FOREVERMARK」印记是指在钻石切面刻上肉眼难辨的独特编号及标
志。这不仅保证了钻石为真正天然形成、未经加工，并同时证明钻石的开采过程符合道德标准。
此对美钻将为两件独立拍品，各估价为56,000,000至75,000,000港元／7,000,000至9,000,000美元。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这对钻石的资料，请按本连结。
除了以上珍罕巨型对钻外，本季亦另有一对分别重5.27和5.24 克拉足色完美无瑕Type IIa圆形
对钻以供选择（估价：12,000,000至18,000,000港元／ 1,500,000至2,250,000美元），其切割、打磨
及比例皆是「三项极优」级别。此外还有一枚12.08克拉梨形F色内部无瑕Type IIa钻石戒指
（估价：7,000,000至9,000,000港元／900,000至1,150,000美元）。

钻石之王：HARRY WINSTON
本季当中不少重要珠宝拍品均来自声名显赫的「钻石之王」（King of
Diamonds）─Harry Winston，而其中焦点为一枚镶嵌了钻石的祖母绿胸针
（右图，估价：15,600,000至25,000,000港元／ 2,000,000至3,000,000美元）。
这枚胸针背后有着一段历史故事，胸针原为一位著名的德州油商所有，他
是Winston先生的旧客户，并请对方代为寻找一枚珍贵宝石。Winston先生
当时向这位油商及其妻子提供了两个选择：68.90克拉的祖母绿，以及另一
颗69.42克拉的梨形钻石，商人的妻子最终选择了祖母绿。值得一提是被放
弃了的钻石则由伊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购入，及后定名为
「泰勒－伯顿钻石」（Taylor-Burton Diamond）。为制作这件完美至极的珠宝，Winston先生特
地委托其顶尖设计师Ambaji Shinde打造这枚祖母绿，其详细资料亦有载于Laurence S. Krashes与
Ronald Winston所著的著名典籍《Harry Winston: The Ultimate Jeweler》。

除此之外，是次拍卖里Harry Winston的杰作还包括：一对14.38及12.75克拉梨
形钻石耳坠（右图，估价：8,000,000至12,000,000港元／1,000,000至1,500,000美
元）；8.37克拉枕形缅甸天然红宝石戒指（估价：5,500,000至8,000,000港元／
700,000至1,000,000美元）；以及一条镶嵌了32颗总重量超过80克拉的缅甸天然
红宝石流苏项链（估价：10,000,000至15,000,000港元／1,250,000至1,870,000美
元）。

珍贵天然珍珠
浑然天成的珍珠，无需任何修饰，经已尽展纯净美态。珍珠是人类最早期的
宝石之一，隽永迷人。在一系列的天然珍珠首饰中，本季特别呈献一条珍罕
稀有的天然珍珠项链（左图，估价：12,800,000 至 1,8,000,000 港元／1,600,000
至 2,250,000 美元）。一颗质量上乘且份量十足的天然珍珠已见弥足珍贵，何
况这条项链更精选多达 16 颗天然珍珠，其珍贵不言而喻。每颗珍珠均发放
独特光芒，互相辉映，是品味藏家的不二之选。
一对天然珍珠及钻石耳坠，各配以一颗可拆除由 Van Cleef & Arpels 设计的
水滴形珍珠，质量上佳（估价：4,800,000 至 6,500,000 港元／600,000 至 800,000 美元）。这两颗
珍珠的独特之处不限于其体积与相若的重量，而其水滴外形浑然天成，呈现出亮白光泽，互相
辉映，完美绝配。
其他珍珠珍品亦有一对珍贵的天然珍珠及钻石耳坠（估价：5,200,000 至 8,000,000 港元／650,000
至 1,000,000 美元），以及一条水滴形天然珍珠吊坠项链（估价：1,600,000 至 2,500,000 港元／
200,000 至 315,000 美元）。

彩色宝石
全球最优质的祖母绿源自哥伦比亚。当地出产的祖母绿呈亮丽草绿色和深邃
的色调，其色泽浓度及深度均极其罕有。本季拍品：两颗硕大的枕形「哥伦
比亚之星」（The Stars of Colombia）（左图，估价：15,500,000至25,000,000
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祖母绿，分别重25.38及23.12克拉，均是纯
天然而未有加工，其色泽翠绿出众，净度之高亦是现今市场难得一见，纯净
清澈；加上切割细致，能同时觅得两颗相等质量、颜色、尺寸及形状，如斯优质的哥伦比亚祖
母绿实属难求。
红宝石的焦点是一条JW Currens 红宝石及钻石项链（左图，估价：16,000,000
至25,000,000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此项钮以25颗瑰丽椭圆形缅甸
天然红宝石打造而成，每颗宝石均是天然红宝石，大部分更展现出典型旧缅甸
红宝石的「鸽血红」亮丽色泽。有着此尺寸大小、颜色及净度的缅甸天然红宝
石，在现今市场异常罕有。
蓝宝石的拍品当中要数一枚瑰丽非凡的26.41克拉的枕形克什米尔天然蓝宝石钻石
胸针（右图，估价：25,000,000至38,000,000港元／3,200,000至4,800,000美元）。市
场对顶级天然蓝宝石需求若渴，而这颗弥足珍贵的蓝宝石色泽宛如水晶般透亮，
是本季最备受瞩目的珍品之一。

玲珑翡翠
论翡翠，上品当然是万中无一的老坑玻璃种，无论是色泽、水头、通透及
均匀度都是无可比拟。而本季的焦点拍品「岁寒三友」（左图，估价：
15,000,000至25,000,000港元／2,000,000至3,000,000美元）便堪称是当中的典
范。这件不可多得的翡翠吊坠，其颜色浓度与水头配合得天衣无缝，既保
持了玻璃种的通透性，亦不失老坑颜色的「浓、正、鲜、均」，润泽晶莹，
彷似一池碧水散发醇厚柔和的翠绿光芒。苍松凌霜，翠竹不屈，寒梅傲雪，
「岁寒三友」皆四季长青，不但象征长寿，同时展现坚毅正直的高尚情操，
配合顶级老坑玻璃种翡翠，更可谓内外俱全，绝对是翡翠收藏家梦寐以求
的珍品。而另一逸品则为一条翡翠珠炼，饰有55颗翠绿玉珠，通透亮丽（估价：3,000,000至
5,000,000港元／380,000至650,000美元）。
图片可在此链接下载：
http://cshk.myftp.org/2011%20Fall%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Auctions/JLS/IMAGES/

精选拍品将于拍卖前于下列城市作巡回展览：
日期
10 月 15 日至 18 日
10 月 24 日至 25 日
10 月 27 日至 28 日
11 月 2 日至 3 日
11 月 8 日至 9 日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11 月 24 至 11 月 30 日

城市
纽约
北京
上海
东京
曼谷
日内瓦
台北
香港

地点
纽约佳士得洛克菲勒中心
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至尊厅
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 JW 宴会厅
东京佳士得办事处
曼谷佳士得办事处
Hotel de Bergues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关于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艺术市场的顶尖拍卖行，2011 年上半年佳士得全球拍卖及私人洽购的成交总额高达 20 亿英镑/32 亿美元。佳士
得 2010 年全球艺术品成交总额达 33 亿英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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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知识，以及蜚声国际的显赫名声。佳士得于 1766 年由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创立，于十八至二十世纪先后举办多
场重要的拍卖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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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至超过 1 亿美元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32 个国家设有 53 个
办事处及 10 个拍卖中心，包括伦敦、纽约、巴黎、日内瓦、米兰、阿姆斯特丹、苏黎世、迪拜及香港。佳士得近来亦积极拓
展业务至新兴市场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北京、孟买和迪拜也成功举办展览及拍卖会。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拍卖总成交额为落槌价加上买家佣金，并不反映成本，财务费用或买方/卖方信贷。
访问佳士得官方网站 www.christies.com
浏览中文版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精选 www.christies.com/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