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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国际 2020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荟萃璀璨钻石、彩色宝石及华美翡翠
预展：11月25至27日 | 拍卖：11月28日

拍品编号 66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 VS1 净度极优打磨及比例钻石戒指
估价：HK$ 3,500,000 - 5,500,000／US$ 450,000 - 705,000

香港，2020 年 11 月 3 日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将于 11 月 28 日举行，荟萃各色瑰丽珍品。

当中焦点为一枚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钻石，色泽浓艳，金光灿灿。此外，一枚 10.18 克拉足色内部
无瑕钻石亦将隆重登场，拥有顶级颜色与净度，并属最纯净的 Type IIa 类，澄澈透亮，美不胜收。同
场拍卖亦带来多款翡翠匠心妙艺之作，包括浑然天成的翡翠「双环扣」耳环及种色兼备的翡翠「观音」
吊坠，实为收集卓越臻品的良机。

天成国际珠宝部主管黄启梵 (Connie Huang) 表示：「在整体市场适度调整之际，天成国际绝不松懈，
于秋拍努力搜罗更多质优价美的瑰宝。除了传统的稀珍宝石及翡翠，也精选了多件可戴可藏的品牌珠
宝及设计师首饰，以饕各珠宝爱好者的独到品味。今季拍卖琳琅满目，希望为藏家们带来一道珠宝构
建的美丽风景。」

秋拍预展展期为 11 月 25 至 27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将于 11 月 28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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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拍品
璀璨美钻
拍品编号 66
6.70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 VS1 净度极优打磨及比例钻石戒指
估价：HK$ 3,500,000 - 5,500,000／US$ 450,000 - 705,000
产自西非塞拉利昂著名 Zimmi 矿的黄色钻石拥有非凡的浓郁黄色，并带
些许稀有的橙色调，使钻石绽放如黄水仙花般灿烂的明媚色彩，是藏家
们梦寐以求的典藏逸品。不过，现今市场上达 5 克拉以上的 Zimmi 黄钻
可谓寥若星辰，弥足珍贵。此枚来自 Zimmi 矿区的 6.70 克拉天然深彩
黄色钻石浑圆硕大，色泽艳丽，金光万丈，彰显王者风范。

拍品编号 65
3.03 及 3.01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钻石耳环
估价：HK$ 1,500,000 - 2,500,000／US$ 192,000 - 320,000
另一对 3.03 及 3.01 克拉天然深彩黄色钻石耳环，同样展现出 Zimmi 黄钻
的辉煌色彩。光芒照射下，钻石份外华美绚烂，让人联想到秋色如金的
美好。

拍品编号 134
10.18 克拉足色内部无瑕 Type IIa 极优打磨及比例钻石戒指
估价：HK$ 6,000,000 - 9,000,000／US$ 770,000 - 1,150,000
宝石级的钻石中，只有 1%至 2%属 Type IIa 类 ── 即不含氮元素，令
钻石显得更晶莹剔透。此枚足色内部无瑕钻石重逾 10 克拉，成色及净度
皆为绝佳级别，加上珍罕非常的 Type IIa 品质，看起来更是澄净轻透，恍
如一池清澈的泉水。唯美的阶梯式切割将钻石的纯粹之美表露无遗，水光
静谧，火彩溢目，触动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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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 拍品编号 88
4.01 克拉天然淡彩粉红色 VS1 净度极优打磨钻石戒指
估价：HK$ 4,200,000 - 6,200,000／US$ 538,500 - 795,000

(图右) 拍品编号 23
1.60 克拉天然淡彩蓝色内部无瑕钻石戒指
估价：HK$ 1,600,000 - 2,600,000／US$ 205,000 - 335,000
除了纯美白钻及金光黄钻，天成国际今季亦为藏家悉心挑选了各式粉钻及蓝钻拍品，当中包括一枚 4.01
克拉天然淡彩粉红色钻石戒指及一枚 1.60 克拉天然淡彩蓝色内部无瑕钻石戒指。前者粉嫩娇美，配上
简洁的镶嵌设计，散发浪漫气息；后者湛蓝可人，伴以排列有序的白钻，格调独树一帜。

华美翡翠

拍品编号 41
天然翡翠「双环扣」配钻石耳环
估价：HK$ 2,200,000 - 3,200,000／US$ 282,000 - 410,000
打造翡翠双环耗料非常，对原石的质量要求极高，更要配合巧夺天工的
手艺。因此，每一对翡翠双环都是天然瑰宝与不朽工艺的完美结合。此
对「双环扣」耳环翠绿醇美，环环相扣，成双成对，是矜贵不凡的瑰丽
之作。

拍品编号 135
天然翡翠「观音」配钻石吊坠
估价：HK$ 2,200,000 - 3,200,000／US$ 282,000 - 410,000
此拍品翡翠色正浓郁，种水丰盈；观音神态祥和，端庄秀美，雕工极致
细腻，实为饶富收藏价值的翡翠珍宝。光影之瞬，通体莹润的翡翠淡淡
地透出潋灔光彩，观音大慈大悲的圣貌仿佛活现眼前 ── 手持净瓶，
甘露遍洒，普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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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宝石

拍品编号 64
6.54 克拉天然巴西帕拉伊巴碧玺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2,880,000 - 3,880,000／US$ 369,500 - 498,000
帕拉伊巴碧玺与众不同的蓝绿色调，使它成为市场新贵，而当中以巴西矿
产的帕拉伊巴碧玺最具备特殊的霓虹感，艳光四射。由于矿源日渐枯竭，
大颗粒、高质量的巴西帕拉伊巴碧玺愈见稀少，超过 5 克拉的更是凤毛麟
角。这枚巴西帕拉伊巴碧玺重达 6.54 克拉，呈现浓艳的电光蓝色，令人
心往神驰，爱不释手。

拍品编号 24
总重量 46.48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200,000 - 1,800,000／US$ 154,000 - 230,000
项链上 23 颗共重 46.48 克拉的蓝宝石产自闻名遐迩的缅甸矿区，并无
经加热处理，至为难得。宝石带有饱和均匀的蓝调，光彩细腻，旖旎
迷人。在 36.49 克拉炫目白钻衬托下，熠熠生辉，雍容华贵。

拍品编号 107
总重量 34.63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祖母绿及钻石耳环，
Barney Cheng
其他祖母绿及钻石分别共重约 39.15 及 16.29 克拉
估价：HK$ 1,680,000 - 2,680,000／US$ 215,000 - 344,000
香港设计师郑兆良（Barney Cheng）闻名于其奢华而简约的风格，擅
于运用不同物料及大胆色彩组合，创作出让人一见难忘的珍品。郑兆
良以份量十足的祖母绿及钻石打造这对精致的耳环，丰润的祖母绿与
璀璨白钻交相辉映；配戴时耳环的线条随身体律动摇曳，轻盈曼妙，
闪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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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奇珍

拍品编号 133
天然无经处理海水珍珠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750,000 - 2,750,000／US$ 225,000 - 353,000
海洋中自由生长的蚌类，因受外来刺激而分泌出柔滑的珍珠质，经过
长时间的包裹，才能形成一颗亮丽的天然珍珠。此项链共由 510 颗圆
润饱满、珠层厚实的天然海水珍珠串连而成，大小、形状、光泽皆相
配得宜，殊不容易。配上一对装饰艺术时期的钻石扣夹，温柔的珍珠
与硬朗的几可线条形成对比，巧妙演绎出和谐美感，典雅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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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ei9seykvffbc5/AACqo-xDiWNbYdZ-0dqsnckha?dl=0
百度网盘 | https://pan.baidu.com/s/1sLFjnLFOSHVs0afdHNdoGA 提取码 | 8ifg

编辑垂注

天成国际 2020 年珠宝及翡翠秋季拍卖会
拍卖

20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下午 1 时

预展

2020 年 11 月 25 至 27 日（星期三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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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及预展将以预约形式对外开放。欢迎致电+852 2150 0700 或电邮至 info@tianchengauction.com 预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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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