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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国际 2017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荟萃瑰丽彩色宝石、顶级钻石及翡翠
预展：11月25日至12月2日 | 拍卖：12月3日

拍品编号 228
「红色浪漫」总重量 139.14 克拉瑰丽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红宝石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58,000,000 - 88,000,000／US$ 7,440,000 - 11,300,000

香港，2017 年 11 月 10 日

天成国际 2017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将于 12 月 3 日举行，呈献多款

天然彩色宝石、钻石及翡翠珍品，当中首推一条极尽奢华、共重 139.14 克拉的天然缅甸红宝石项链。
除此之外，一对 5.02 及 5.01 克拉天然艳彩黄色钻石亦为今季重点拍品，展现出塞拉利昂著名 Zimmi
矿黄钻的独特色彩，光芒万丈。翡翠方面，将呈上一条珍罕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每颗翡翠珠子青翠
碧绿，弥足珍贵。是次拍卖合共推出逾 250 件瑰宝，总估价超过 2 亿 8,000 万港元／3,700 万美元。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彩色宝石近年于拍卖场上屡创佳绩，可谓最炙
手可热的珍品之一。今季，我们很高兴能带来近十年拍场上最具份量的红宝石项链，84 颗共重 139.14
克拉的红宝石全部天然无经加热处理，散发醉人光彩，气派非凡。而秉承天成国际一向的精品路线，
我们将继续为客人提供更高质多元的选择。除了各式矜贵不凡的瑰宝，一系列设计师精品、古董珠宝

及精致腕表将瞩目登场，部分拍品更由著名经典品牌如 Bulgari、Harry Winston、Van Cleef & Arpels 出
品，为今秋带来一场华彩珠宝盛宴。」

是次秋拍预展展期为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将于 12 月 3 日（星期
日；下午 1 时），假座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天成国际举行。

璀璨宝石及钻石
彩色宝石
拍品编号 228
「红色浪漫」
总重量 139.14 克拉瑰丽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红
宝石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58,000,000 - 88,000,000／
US$ 7,440,000 - 11,300,000
天然红宝石大多产自亚洲，其中最举世知名的为缅甸
抹谷红宝石，其卷曲斜状物质，将红色光线折射到宝
石的每一个切割面，绽放均匀艳红的色彩。此项链共
由 84 颗天然缅甸红宝石组成，总重量近 140 克拉，主
石更重逾 12 克拉，为近十年拍场上最具份量的红宝石
项链。每颗天然红宝石色泽纯正殷红，部分更被瑞士
珠宝研究院(SSEF)及曼谷宝石实验室(Lotus)评定为「鸽血红」色，配上共重约 101.25 克拉的炫目白钻，
组成一朵朵俏丽花儿，仿佛能凝聚四周的空气，艳惊四座。

拍品编号 194
14.54 及 13.1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
配粉红色钻石及钻石耳环
估价：HK$ 38,000,000 - 45,000,000／US$ 4,870,000 - 5,770,000
随着缅甸矿源日渐枯竭，同样炽红热烈的莫桑比克红宝石越来越
受追捧，价格屡创新高，成为珠宝收藏界的新竉。因此，优质的
莫桑比克红宝近年亦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逾 10 克拉以上的更是
稀有，此两枚红宝石更分别重 14.54 及 13.12 克拉，具有顶级「鸽
血 红 」色 泽， 加上 配成一 对 、各 重 3.15 克 拉的 老 矿式 切割
(Old-mine-cut) 钻石，以及共重约 5.50 克拉的粉红色钻石及钻石，
设计历久弥新，玲珑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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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67
43.89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无经加热处理「皇家蓝」蓝宝石配钻石吊坠
项链，Harry Winston
估价：HK$ 8,800,000 - 12,000,000／US$ 1,130,000 - 1,540,000
蓝宝石传誉古今，象征权贵，更是爱情的象征。皇室成员以蓝宝石作
为交换的信物，视它为挚诚的爱情盟誓。这条由殿堂级品牌 Harry
Winston 出品的项链，以硕大明净的 43.89 克拉斯里兰卡蓝宝石作主
石，伴以共重约 31.75 克拉的钻石，彰显「皇家蓝」蓝宝石的细腻光
彩，夺目不凡。项链为 Harry Winston 的经典款式，设计与著名的
Taylor-Burton Diamond 钻石项链相似，是永垂不朽的华丽传奇。

拍品编号 132
19.43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丝绒蓝」蓝宝石配蓝宝石及钻石
「Panthère De Cartier」戒指，Cartier
估价：HK$ 4,600,000 - 5,600,000／US$ 590,000 - 720,000
美洲豹一直是 Cartier 钟爱的主题，自 1914 年第一件 Panthère 系列珠宝
问世，穿越多个年代，设计不断变化创新，延续了美洲豹珠宝的传奇。
为庆祝 Panthère 系列一百周年纪念，Cartier 于 2014 年推出了五十多件崭
新的「Panthère de Cartier」系列作品。是次秋拍呈献的蓝宝石戒指属于
此系列，重达 19.43 克拉的蓝宝石来自缅甸，未经人工加热处理，天然深邃的丝绒蓝调配以闪烁白钻点
缀生辉，以极具现代感的形态将 Cartier 的经典标志重新演绎，独一无二。

拍品编号 179
总重量 130.28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吊坠项链
及耳环套装，Bulgari
估价：HK$ 15,800,000 - 20,000,000／
US$ 2,025,000 - 2,560,000
哥伦比亚祖母绿以其丰润迷人的色调闻名，是多年来备
受藏家追捧的瑰宝。今季拍卖呈上的祖母绿套装为品牌
Bulgari 及 William Goldberg 联手之作，共重 130.28 克拉
的古垫形祖母绿为 Bulgari 出品，衬上共重 46.01 克拉、
William Goldberg 专利的 Ashoka 切割 (Ashoka-cut) 钻石，绿、白相间的设计
简洁大气、别具一格，将祖母绿的诱人美态升华，突显哥伦比亚祖母绿华美尊
贵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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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美钻
拍品编号 133
「狮子山金虎眼」
5.02 及 5.01 克拉天然艳彩黄色极优打磨及比例钻石一对
估价：HK$ 15,000,000 - 18,000,000／US$ 1,920,000 2,300,000
来自塞拉利昂 Zimmi 矿的黄钻带有罕见的橙色调，比一
般黄钻更浓艳，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不含荧光成份，明媚色泽如黄水仙花般灿烂。由于 Zimmi 矿黄钻
常带黑色针状内含物，原石上还有特征性的孔洞，琢磨时须消耗大量原石。因此，达 5 克拉以上的 Zimmi
黄钻可谓寥若晨星。此对产自 Zimmi 矿的 5.02 及 5.01 克拉圆形天然黄色钻石，被美国宝石学会(GIA)
评定拥有最顶级的「艳彩」色泽，呈现出 Zimmi 矿黄钻引以为傲的辉煌色彩，现在配成一对，恍如猛
虎之眼，灼华眈眈，金光灿灿，独具王者风范。

拍品编号 253
3.19 克拉天然彩橙粉红色 VVS2 净度极优打磨钻石配粉红色钻石及钻
石戒指
估价：HK$ 3,000,000 - 4,000,000／US$ 385,000 - 513,000
天成国际将于秋拍特别呈献 The Pink Collection，推出 17 件以迷人粉红
为主色调的珠宝，这枚 3.19 克拉天然彩橙粉红色极优打磨钻石为其中
惊艶焦点，主石外镶嵌唯美的粉红色钻石及纯净白钻，淋漓尽致地突显
主石的粉嫩娇美，叫人一见倾心。

华美翡翠
拍品编号 195
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5,000,000 - 25,000,000／US$ 1,920,000 - 3,200,000
云云翡翠首饰中，翡翠玉珠项链可谓最弥足珍贵，因为雕琢翡翠
玉珠须耗损大量品质均一的玉材，又要经过繁复的打磨工序，才
能制成圆浑无比的翡翠珠子，现今品质上乘的翡翠珠链实在珍罕
难求。此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每颗珠子硕大饱满、青翠碧绿、水
头充足，能配对共 49 颗如此绝色的翡翠珠子，更是难能可贵。
此拍品充分展示翡翠寓意的美德贤行，婉约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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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212
珍罕天然翡翠手镯
估价：HK$ 10,000,000 - 15,000,000／US$ 1,280,000 - 1,920,000
平安翡翠镯光素无纹，美观大方，横断面也近似圆形，象征和谐圆满，
相传能融会贯通华夏大地，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之说。是次
拍卖的平安翡翠手镯，质地细腻，种水极佳，轻敲可听其清脆悠扬、
悦耳动听之声，加上巧夺天工的技艺，手镯线条优美流畅，为收藏者
带来宁静平安。

其他瑰丽精品
拍品编号 63
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小珍珠及钻石吊坠胸针，年份约 20 世纪初
估价：HK$1,800,000-2,500,000／US$230,000-320,000
一系列名为 The Heritage Collection 的特色古董珠宝将于今季拍卖精彩
登场，此制作于 20 世纪初的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吊坠胸针亦为其中之
一。色正浓艳的祖母绿重约 45.05 克拉，缀以富份量感的小珍珠流苏，
以及饶富古典韵味的单翻式切割 (Single-cut) 钻石，完美演绎古董珠宝
的细致与优雅。此吊坠及胸针更分别可单独佩戴，为可戴可藏的精致
首饰。

拍品编号 112
天然冰种翡翠配翡翠、彩色宝石及钻石「公鸡报喜」胸针，OLI
估价：HK$ 148,000 - 248,000／US$ 19,000 – 31,800
台湾珠宝品牌 OLI 钻研金属工艺多年，秉持回归穿戴性的精神，更擅于
将传统翡翠化为可作日常佩戴的别致小首饰。品牌以晶莹的天然冰种翡
翠点缀成公鸡的羽衣、翡翠作冠，并以彩色宝石打造鲜艳的羽毛，栩栩
如生地重现公鸡昂然提步的姿态，神采飞扬，活灵活现，寓意公鸡报喜，
富贵吉祥。

拍品编号 191
钛金属配 7.40 克拉天然无经加热处理粉红色尖晶石、彩色宝石
及钻石「兰花」胸针，Nisan
估价：HK$ 120,000 - 250,000／US$ 15,400 - 32,000
泰国珠宝设计师 Nisan 的作品在天成国际拍卖会上屡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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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包括 2016 年秋拍，Nisan 的钛金属配蓝宝石及钻石「蝴蝶」胸针以拍前估价四倍成交，成绩亮丽；
今季，天成国际带来了同为 Nisan 出品的匠心之作，以被誉为「花中君子」的兰花为题材，将 7.40 克
拉粉红色尖晶石作为「兰花」花蕊，花瓣及花蕾缀以共重约 28.30 克拉的粉红色刚玉，形态优美，色调
分明，绽放高贵雅致的迷人气息。

拍品编号 250
约 67.50 克拉粉红色石英石配粉红色刚玉「飞天小猪」吊坠
估价：HK$ 78,000 - 128,000／US$ 10,000 - 16,400
童趣感十足的「飞天小猪」以共重约 27.55 克拉的粉红色刚玉镶嵌而成，捧着以
粉红色石英石制成的丰满大肚，造型生动。设计师更巧妙地于吊坠内打造爱神丘
比特像，于晶莹剔透的粉红色石英石中穿透，若隐若现，为可爱的小猪增添一点
浪漫。

精致腕表
天成国际一直致力为藏家们带来更多元化的稀珍瑰宝。于 10 月圆满举行的珠宝及翡翠精品拍卖会及今
年初的春拍，天成国际的精致名表均取得全数拍出的佳绩。今季，多款百年经典品牌如 Patek Philippe、
Piaget 及 Rolex 的腕表珍品亦将隆重登场，其中 Rolex 出品的铂金配钻石「Oyster Perpetual Datejust」
女装腕表更是市场罕见，有别于 Rolex 一般以环形镶嵌钻石的表面设计，此腕表只于表面及表身的角
落缀以小量钻石，简洁时尚。

拍品编号 113
铂金配钻石「Oyster Perpetual Datejust」女装腕表，Rolex
估价：HK$ 138,000 - 200,000／US$ 17,700 - 25,600

拍品编号 123
K 金女装腕表一对，Patek Philippe，年份约 1950 年代
估价：HK$ 48,000 - 78,000／US$ 6,15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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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120
铂金配钻石怀表，C.H. Meylan；及铂金小刀，Tiffany & Co.
估价：HK$ 48,000 - 78,000／US$ 6,150 - 10,000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 成交价包括落槌价及买家佣金
高清图片、图标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
百度网盘 | https://pan.baidu.com/s/1nvut4CT
Dropbox | https://www.dropbox.com/sh/n4ou0rbozun3awv/AABPs8XjMCYT948MyZX66IqBa?dl=0

编辑垂注

天成国际 2017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拍卖

2017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 1 时正

预展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 日（星期六至六） 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地点

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0 楼 | 天成国际

有关天成国际
天成国际于 2011 年 1 月在香港正式成立，由资深拍卖业团队组成，凭借专业及创新精神，致力为亚洲拍卖业开
拓新方向。天成的专家团队熟悉亚洲文化，了解国内、外收藏家的品味，本着以客为本的理念，透过与客户紧密
的联系，为客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天成总部设于香港，并在上海及台湾设当地办事处。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微信、Instagram：tianchengin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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