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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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至26日 | 拍卖：11月27日 
 

 
拍品编号 161 

31.44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22,000,000 - 32,000,000／US$ 2,820,000 - 4,100,000 

 

 

香港，2019 年 11 月 1 日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将于 11 月 27 日举行，带来逾 210 件瑰宝，

当中包括浑然天成的彩色宝石、钻石、翡翠珍品，以及别出心裁的品牌珠宝与设计师首饰。拍卖首推

一枚光彩醉人的 31.44 克拉天然缅甸「鸽血红」红宝石。其他亮点还包括一只种色兼备的天然翡翠手镯

以及一对 Graff 出品的 24.93 及 23.80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耳环等。今季秋拍琳琅满目，实为搜罗

绝色臻品的难遇机缘。 

 

天成国际珠宝部主管黄启梵 (Connie Huang) 表示：「天成国际一直致力搜罗品质卓越的珠宝以饕藏

家。在即将举行的秋拍上，我们很荣幸能呈献近十年拍场上其中一枚最具份量的红宝石。这枚瞩目的

珍宝产自缅甸，天然而未经加热处理，重达 31.44 克拉，加上拥有被誉为顶级的「鸽血红」色泽，绝对

是不容错过的和隋之珍。」 

 

秋拍预展展期为 11 月 22 至 26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将于 11 月 2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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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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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宝石 
 

拍品编号 161 

31.44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钻石共重约 7.70 克拉 

估价：HK$ 22,000,000 - 32,000,000／US$ 2,820,000 - 4,100,000 

红宝石产地遍及世界各地，当中以缅甸红宝石最闻名遐迩，而具纯正「鸽

血红」色泽的红宝石更为珍罕，其热情洋溢的鲜红色调令藏家们趋之若骛。

但随着矿源日渐枯竭，大颗粒的优质天然缅甸「鸽血红」红宝石已是寥若

星辰。这枚天然缅甸红宝石重逾 30 克拉，并无经过加热处理，绽放浓艳

的「鸽血红」色泽，亮丽火彩无与伦比。此瑰宝为近十年拍场上其中一枚

最具份量的红宝石，更见矝贵。 

 

拍品编号 110 

24.93 及 23.80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耳环，Graff 

钻石共重 6.80 克拉 

估价：HK$ 10,000,000 - 15,000,000／US$ 1,280,000 - 1,920,000 

著名珠宝品牌Graff透过力与美刻画出深植人心的风格，将蕴藏于美钻奇

石的光芒极致发挥。此对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颜色沉静幽然，带有微

蓝的迷人色调，配对得宜，相得益彰，伴以四颗内部无瑕至VVS2 净度

的闪烁白钻，高贵典雅，落落大方。古垫形祖母绿与阶梯式切割钻石形

状上的对比，突显主石的丰润迷人，尽展品牌不朽的华丽视野。 

 

拍品编号 126 

天然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配钻石手链 

估价：HK$ 2,000,000 - 3,000,000／US$ 256,000 - 385,000 

此手链由 66 颗天然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组成，总重量近 100 克拉。每颗

蓝宝石色泽浓郁深邃，部份更被瑞士宝石研究实验所(GRS)评定为「皇家

蓝」色，与共重约 24.30 克拉的钻石互相辉映，整齐对称排列，饶富艺术

感。如此别具韵味的设计，令人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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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彩钻 
 

拍品编号 17 

总重量 30.51 克拉天然浓彩黄色钻石项链 

估价：HK$ 4,000,000 - 6,000,000／US$ 513,000 – 770,000 

产自塞拉利昂著名Zimmi矿的黄色钻石呈现非凡的浓郁黄色，温暖而艳

丽，并带些许稀有的橙色调，令钻石散发出黄水仙花般灿烂的明媚色彩，

拥有「世界上最美丽鲜彩黄钻」的美誉。一颗塞拉利昂Zimmi矿的黄色瑰

宝已璀璨无比，此项链更荟萃了 49 颗共重 30.51 克拉的Zimmi矿黄钻，

将该矿区黄钻引以为傲的辉煌色彩升华，金光灿灿，美不胜收。 

 

拍品编号 214 

6.06 克拉天然淡彩粉红色钻石戒指 

估价：HK$ 3,000,000 - 5,000,000／US$ 385,000 - 640,000 

彩色钻石仅占全球总钻石产量的十万份之一，实在是可遇不可求。除了黄

钻，天成国际今季亦为藏家悉心挑选了多款粉钻拍品，当中包括一枚色调

俏丽纯正的 6.06 克拉天然淡彩粉红色钻石戒指，花萼造型的戒托及无封底

镶嵌设计，让粉嫩娇红显得格外迷人，简洁唯美。 

 

拍品编号 179 

1.84 克拉天然彩绿蓝色 VS2 净度钻石戒指 

估价：HK$ 1,800,000 - 2,800,000／US$ 230,000 – 360,000 

天然蓝钻的独特颜色来自微量原素硼，与粉红色钻石同属彩钻中最受追捧的

种类之一。此枚 1.84 克拉天然彩绿蓝色钻石，色泽甜美，在粉红钻及白钻

映衬下更是湛蓝可人，愉悦夺目，实为值得收入囊中之选。 

 

华美翡翠 
 

拍品编号 162 

珍罕天然翡翠手镯 

估价：HK$ 25,000,000 - 45,000,000／US$ 3,200,000 - 5,770,000 

手镯是最经典的翡翠首饰之一，备受藏家喜爱。但制作翡翠手镯需要

一整块上乘石胚，耗料非常，所以每一只顶级天然翡翠手镯都得来不

易。本次拍卖的天然翡翠手镯，外直径及厚度分别达 85.81 及 13.25

毫米，如此浑圆饱满之满色翡翠手镯更是弥足珍贵。此珍宝色泽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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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充足，整体线条流畅，华光潋滟，淋漓尽致展现出翡翠象征的美德贤行。 

 

拍品编号 215 

天然翡翠「弥勒佛」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12,000,000 - 18,000,000／US$ 1,540,000 – 2,300,000 

弥勒佛相传是释迦牟尼的后继者，是救度众生去未来世界的佛，他总是面

带笑脸，告诉世人要笑着面对人生的挑战。此弥勒佛雕工细腻，佛相祥和，

活灵活现；翡翠通体莹润，水头清冽，仿佛透出圣光。拍品完美结合独具

灵性的翡翠与一流工艺，极具收藏价值。 

 

拍品编号 111 

天然翡翠「多子多福」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12,000,000 - 18,000,000／US$ 1,540,000 - 2,300,000 

木纳是缅甸帕敢矿区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老矿场。木纳翡翠以其充盈的种水闻

名，但由于开采时间长、产量较低，高质量的木纳翡翠可说是拍场罕见。此

枚产自缅甸木纳矿场的天然翡翠福瓜圆润饱满，硕大丰厚而晶莹剔透，更带

有木纳矿鲜有的满绿色泽。加上福瓜寓意的多子多福，富贵传承、福气满溢。 

 

设计精品 
 

秉承天成国际的精品路线，本季拍卖将呈献多款设计品牌及独立设计师的精品，为藏家们提供更多元

化的选择。 

 

Aliel 

品牌Aliel将生命力倾注入宝石之中，无论是简约或繁复的设计，都饶富与众不同的巧思。今次秋拍，

天成国际精选了多件Aliel的作品，包括利用阶梯式切割钻石及玉髓打造出立体几何感的戒指，以及匠

心独运的黄色钻石配彩色宝石戒指等。品牌将精巧灵思的设计融入优质宝石，令每件珠宝成为不可多

得的珍品。 

 

拍品编号 96  

3.12 克拉 E 色 VS2 净度极优打磨及比例钻石配玉髓戒指，Aliel 

估价：HK$ 450,000 - 650,000／US$ 58,000 - 83,300 

 

拍品编号 207 

1.54 克拉天然艳彩黄色 VS1 净度钻石配彩色宝石及钻石戒指，Aliel 

估价：HK$ 300,000 - 450,000／US$ 38,500 -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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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lery Theatre 

品牌Jewellery Theatre的设计理念 ──「将美与艺术融合」，充份体现在以下两件拍品中。品牌以浓

艳紫水晶为主石，配以线条柔美的沙弗莱石榴石叶子，勾勒出精致的蕨花，满载大自然气息。于立陶

宛神话中，蕨花只会在仲夏夜前夕开花，能为发现它的人带来幸运与财富。戴上神奇的蕨花首饰，福

气想必也能随之而来。 

 

拍品编号 195 

12.49 及 12.20 克拉天然紫水晶配彩色宝石及钻石「仲夏夜之花」耳环，

Jewellery Theatre 

估价：HK$ 36,000 - 56,000／US$ 4,600 - 7,200 

 

拍品编号 196 

88.39 克拉天然紫水晶配彩色宝石及钻石「仲夏夜之花」吊坠，Jewellery Theatre 

估价：HK$ 150,000 - 250,000／US$ 19,200 – 32,000 

 

Stewart Young 

凭借对高端珠宝的敏锐触角，Stewart Young设计出妙趣横生的作品。此枚「南瓜车」吊坠／胸针，以

缤纷的蛋白石为主石，配上流光溢彩的宝石以及别致可爱的小鼠、鸟儿、玻璃鞋，呈现童话世界的梦

幻多彩。轻轻一拨，南瓜车的轮子流畅地转动，足见一丝不苟的工艺及设计师对细节的专注。 

  

拍品编号 91 

71.16 克拉天然蛋白石配彩色宝石及钻石「南瓜车」吊坠／胸针， 

Stewart Young；钻石共重约 5.10 克拉 

估价：HK$ 188,000 - 288,000／US$ 24,100 - 36,900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 成交价包括落槌价及买家佣金 

高清图片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 

Dropbox | https://www.dropbox.com/sh/rmaju35dqjcat17/AAAMMcDmRRrcEkvDha-9HiXWa?dl=0 

百度网盘 | https://pan.baidu.com/s/1Uw9-eG1EPdfZWgFU1QO9Ng  提取码 | 88t6 

 
 

 

编辑垂注 

 

 

 

 

 

 
 

天成国际 2019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拍卖 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 1 时 

预展 2019 年 11 月 22 至 26 日（星期五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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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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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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