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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2011 年首次【
年首次【极品稀世佳酿】
极品稀世佳酿】拍卖
将于三月份连续两天举行

独家呈献私人举世珍藏
及来自 The Vintage Wine Fund 的顶级波尔多佳酿

极品稀世佳酿 I
3月4日 星期五，中午12时
文华东方酒店
极品稀世佳酿 II
3月5日 星期六，中午12时
文华东方酒店
香港 – 佳士得 2010 年首个【
【极品稀世佳酿】
极品稀世佳酿】拍卖将于 3 月 4 日（星期五）及 5 日
（星期六）假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举行，为本季春拍揭开序幕。是次呈献的珍酿品类
丰富，两场拍卖合共推出 787 件拍品，
件拍品，预计成交总额将超过 7,000 万港元/
万港元 900 万美
元 。精选包括来自一位显赫鉴赏家的珍藏，当中的珍品有一系列近年十分罕见的战
前罗曼尼‧康帝及一批大瓶装的拉斐庄经典收藏，以及一系列无论是在保存质量上
及来源均属顶级的波尔多一级酒庄美酒，如拉图庄、拉斐庄、柏翠庄及玛歌庄等。
如此大量的高质素佳酿，在现今市场上实属难求，所以是次拍卖为买家提供了购买
顶级可靠的名酒藏品的珍贵良机。

第一场拍卖：
第一场拍卖：著名藏家之举世珍藏
3 月 4 日（星期五），
星期五），中午
），中午 12 时
在首日 3 月 4 日（星期五）的拍卖中，最瞩目的莫过于一个来自著名藏家的举世珍藏
（拍品编号 168-233）。此珍藏俨如二十世纪的珍酿博览，其藏品主要购自佳士得在
1996 年 12 月 7 日于纽约所举办的一场【The Magnificent Cellar of the Late William A.M.
Burden】重要拍卖，自此在过去 14 年一直原好存储于特制恒温酒窖之中。
焦点是一系列近年罕见的战前罗曼尼‧康帝，当中的经典年份包括 1929、1934、
1937、1952、1953、1955、1961 及 1971，其保存质素仍十分完好。此外，一批保存质
素絶佳，属 1953 及 1961 极品年份的特大号 8 瓶装（Impériale）及特大号 6 瓶装
（Jeroboam）拉斐，亦将带给藏家惊喜。拥有如斯水准的珍藏，在近年市场上实属罕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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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星期五
星期五）
）第一场拍卖精选
第一场拍卖精选：
：
拍品编号 170
1945 年 Clos de la Roche 12 瓶
估价：港币 550,000 - 800,000
酒评
「极佳的年份。尽管当年欧洲刚刚结束战争，劳工问题和
物资短缺依旧。葡萄种植所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 3、4 月
间严厉的霜害；如果当年的春天气候宜人舒适，没有受到
霜害的葡萄 5 月 20 日就开花了(这是 1940 到 1977 年间最早
的一次)，迅速熟成。6 月 21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席卷
Côte de Beaune 的十个主要村庄，随后而来的夏季炎热干
燥。这种状况下生长的葡萄彷佛经过大自然的捡选，加上
当年雨量稀少，因此收成的果实品质优良，口感香甜浓
郁。*****」葡萄酒大师 Michael Broadbent，Vintage Wine

拍品编号 190 - 191
1961 年 La Tâche 1.5 公升瓶装（
公升瓶装（每件拍品为 6 瓶）
每件拍品估价：港币 750,000-1,100,000

拍品编号 194
1929 年罗曼尼‧
罗曼尼‧康帝 3 瓶
估价：港币 350,000-450,000
酒评
「辉煌的年份，酒的内涵丰富多元，品质卓越，精致、成
熟 、优 雅，立 刻震 慑人心 。 ***** 」葡萄 酒大师 Michael
Broadbent ，Vintage Wine
拍品编号 218 - 222
1959 年拉斐庄 6 公升瓶装（
公升瓶装（每件拍品为 1 瓶）
每件拍品估价：港币 240,000-380,000
酒评
「有史以来其中一款最佳的 Lafite，与 1953 年份芳香四溢
的佳酿有莫大的分别，保持良好稳定的酒体。其惊艳之处
不限于顷刻散发着雪松香，更有着 Lafite 的独特气质，犹如
开辟了多条康庄大道和蜿蜒小径，通往芳香源头，在口腔
萦绕不绝。每次举杯闻香，你会感受到回然不同的香气和
味道。绝对是琼浆玉液。最后一次品尝为 2000 年 12 月。
*****」葡萄酒大师 Michael Broadbent，Vintage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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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344 及 368
1982 年柏翠庄 12 瓶
估价：港币400,000-600,000
酒评
「最近一次于午宴品尝82年份柏翠庄，能够有着如此水准
可谓物有所值。葡萄酒呈中度石榴红色调，芳香浓醇，初
段渗透成熟的黑莓和无花果气味，随后散发着簇新马鞍皮
革和野生熏衣草香气，渗杂熏木和焦油香。口感方面，葡
萄酒呈中度酒体，酸度和果体极平衡，与其札实而不苦涩
的单宁亦十分一致。香气满溢，并延伸至味蕾上，逐步呈
现典型柏美洛常见的果甜／黄糖香，并渗有轻微的大豆味
和一定程度的萃取，余韵悠扬。实属顶级佳酿，难怪收藏
家愿意耗费巨资取得此佳酿。此酒仍然非常年轻。」葡萄
酒大师葛帝斯，2010年7月

第二场拍卖：
第二场拍卖：THE VINTAGE WINE FUND 波尔多珍藏
3 月 5 日（星期六），
星期六），中午
），中午 12 时
次日在 3 月 5 日（星期六）的拍卖，将特别呈献 The Vintage Wine Fund 的波尔多顶尖
佳酿。The Vintage Wine Fund 由一位英国的著名藏家 Andrew Davison 于 2003 年成
立，当中所有藏品均从酒庄和波尔多的酒商直接购入。Davison 先生从剑桥大学毕业
后一直在德意志银行工作多年，但因他本人热爱葡萄酒，促使他在 2001 年起正式投
身葡萄酒行业。鉴于亚洲藏家对顶级葡萄酒的需求甚殷，所以此次拍卖特别挑选了
一系列波尔多一级或盛名酒庄的佳酿，以飨藏家之需。
收于此基金下的所有珍酿，一直保存在世界著名的英国地下酒窖 Octavian 之中，所
以无论在其保存质量或来源记录上，均堪称一流，是众藏家梦寐收藏的典范。精选
包括顶级的柏翠庄、拉斐庄及滴金庄等。

3 月 5 日（星期六
星期六）
）第二场拍卖精选
第二场拍卖精选：
：
拍品编号 537
1982 年拉斐庄 6 公升瓶装 1 瓶
估价：港币350,000-500,000
酒评
「经过两小时三十分的滗酒，此酒的烟熏味和成熟丰富的
果香，以及浑厚的单宁，交织出一幅巨大而丰盛的画面。
随时间洗炼，此酒变得柔和标致，娇艳欲滴的李子和无花
果香味变得更成熟，旎旎香聚，还有丝丝雪松和铅笔气
息。此时单宁也更妩媚了，丰美醇郁，如天鹅绒般顺滑，
刚好用来配这牛排。」葡萄酒大师葛帝斯，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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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682
2000 年柏翠庄 12 瓶
估价：港币 360,000-500,000

拍品编号 625-634
1989 年奥比安庄 12 瓶
估价：港币160,000-220,000
酒评
「绝对惊艳，可圈可点！紫罗兰、成熟的黑莓、烟熏和薄
荷香，众香袅绕，犹如以香气绣成一幅极其华丽曼妙的罗
帏。结构稳固，而且平衡有至，入口如丝，单宁温柔醇
美。1989年绝对是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杰作。」葡萄酒大师
葛帝斯，2010年7月

拍品编号 500-504
1982 年拉图庄
年拉图庄 12 瓶
估价：港币220,000-300,000
酒评
「1982年拉图庄绝对是今晚的众酒之魁。几乎是在不知不
觉中成熟，红色及黑色浆果的香气扑鼻而至，还有一些因
橡木桶熟化而带来的丰富的矿物香。现阶段，我们只能体
味丝丝的成熟果香。入口年轻、充满朝气，坚实的单宁才
刚开始醇化，展现出丰茂葱郁又缜密的纹理。余韵袅袅，
果真不同凡响！」葡萄酒大师葛帝斯，2009年6月

###

图片下载：
图片下载：
http://cshk.myftp.org/Spring%202011%20Christie's%20Hong%20Kong%20Auctions/March2011HKWineSales/Images/

详细拍卖资料及拍卖图录可于 www.christies.com 或佳士得 iPhone 应用程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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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 2011 年春季全球名酒拍卖时间表
3月
4-5 日
10 日
15 日
24 日
4月
9-10 日
9日
5月
12 日
13 日
17 日
27-28 日
6月
6日
7日
9日
11 日

香港
伦敦
巴黎
伦敦

极品稀世佳酿 I & II│文华东方酒店
文华东方酒店│中午
文华东方酒店 中午 12 时
顶级珍贵名酒私人专场拍卖
顶级珍贵名酒
顶级珍贵名酒

香港
纽约

极品稀世佳酿 I & II
顶级珍贵名酒

伦敦
纽约
日内瓦
香港

顶级珍贵名酒
顶级珍贵名酒
顶级名酒
极品稀世佳酿 I & II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伦敦
纽约

极品稀世佳酿
顶级珍贵名酒及砵酒
极品稀世佳酿
顶级珍贵名酒

编辑注：
编辑注：
佳士得名酒拍卖始于1766年
年
佳士得名酒拍卖始于
世界顶尖拍卖行佳士得在过去 240 多年来贯彻始终，为藏家及名酒爱好者搜罗世界上最优秀的传世佳
酿。佳士得的专家凭着多年独到的经验掌握市况，为每一次拍卖精选出顶级质素、完美状态且经悉心
贮藏及拥有一流来源的珍稀陈酿。佳士得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拍卖网络，包括 10 个遍布欧洲、北美及
亚洲主要城市的拍卖中心。2010 年佳士得全球顶级珍贵名酒部门的拍卖总成交额超过 7,120 万美元，
继续占稳全球名酒拍卖市场的领导地位。

关于佳士得
佳士得是世界艺术市场的顶尖拍卖行，2010 年全球艺术品拍卖及私人洽购交易的总成交额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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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亿美元不等。佳士得在世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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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北京、孟买、及迪拜成功举行拍卖及展览。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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