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8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瑰丽彩色宝石、钻石及顶级翡翠汇聚一堂 

预展：5月30日至6月2日 | 拍卖：6月3日 
 

 
拍品编号 197 

珍罕天然翡翠手镯 

估价待询 
 

香港，2018 年 5 月 8 日  天成国际 2018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将于 6 月 3 日举行，荟萃各式浑

然天成的彩色宝石、钻石及翡翠珍品。重点拍品为一只满绿的天然翡翠手镯，饱满莹润、种色兼备，

为可遇不可求的上佳之品。天成国际今季搜罗了近 250 件瑰丽珍宝，琳琅满目，精彩可期。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天成国际的翡翠珍品在拍卖场上屡创佳绩，我

们非常高兴于 6 月春拍呈献一只翠色欲滴的天然翡翠手镯，其品质之超卓实属难求。今次精心策划的

拍卖带来了市场上最优秀的彩色宝石，包括珍罕的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缅甸红宝石及克什米尔蓝宝

石等，部分更冠上经典珠宝品牌如 Boucheron、Harry Winston 及 Tiffany & Co.的光环，气派显赫。此外，

多款美仑美奂的璀璨钻石、一系列设计师独特精品，以及炙手可热的尖晶石首饰亦将瞩目登场，让藏

家们仿如置身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海洋世界。」 

 

 

即时发布 
 

 

新闻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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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春拍预展展期为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将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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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美翡翠 
 

拍品编号 197 

珍罕天然翡翠手镯 

估价待询 

由于产量稀少及原石质量参差，色、种、水俱佳的翡翠绝不

易求，而翡翠复杂的多晶体结构又使其容易绺裂。制作翡翠

手镯非常耗料，需用上一整块质色纯美无瑕的原石，因此，

每一只顶级天然翡翠手镯都是弥足珍贵的瑰宝，价值连城。

是次拍卖的翡翠手镯种质细腻，水头充足；满绿柔亮，浓郁

均匀，极为罕有。整体线条流畅，浑圆饱满，彷佛汇聚天地

灵气，令人爱不释手。 

拍品编号 43 

天然翡翠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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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天然翡翠戒指由翎管的翡翠镶成。翎管是清朝官帽顶珠下的短管，用

以安插翎羽，是官员品级的象征，按官位划分为翡翠、白玉、宝石、珐

琅或花瓷制的翎管，所有一品文武高官如一品镇国公、辅国公，才得以

获准佩戴用翡翠制成的翎管。翡翠翎管流传至今，已存世甚少，价值不

菲。此翡翠翎管戒指色正浓艳，质厚晶莹，简洁设计突显其高雅、富有

文化底蕴的特点，是融合历史与美学的杰作。 

 

彩色宝石及钻石 
 

彩色宝石 

拍品编号 231 

总重量 150.58 克拉天然缅甸蒙苏及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红宝石

配钻石项链，Harry Winston 

钻石共重约 33.00 克拉 

估价：HK$ 23,000,000 - 33,000,000／US$ 2,950,000 - 4,230,000 

炽红热烈、艳光四射的红宝石被誉为｢爱情之石」，代表永恒

坚贞的爱情，除了俘虏收藏家的心，也是珠宝商争相竞逐的珍

宝。天成国际隆重呈献一条由殿堂级珠宝品牌 Harry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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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的红宝石项链，117 颗红宝石共重逾 150 克拉，色调纯正殷红，部分更被瑞士珠宝研究院

(SSEF)、美国宝石学院 (GIA) 及古柏林宝石鉴定所 (Gübelin) 评定为「鸽血红」色，让人趋之若鹜。

明媚红宝与炫目白钻交织，形成旖旎动人、饶富艺术感的立体索结，尽显尊贵风范。 

 

拍品编号 210 

10.03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5,000,000 - 8,000,000／US$ 640,000 - 1,030,000 

天然缅甸红宝石结晶颗粒通常较小，因此达5克拉以上的已甚为难得。

此火红瑰宝产自缅甸抹谷，未经人工加热处理，更重逾 10 克拉，足

见矜贵。此红宝石拥有纯正的「鸽血红」色泽，诱人光彩无与伦比，

在 8 颗共重约 4.31 克拉的闪烁白钻簇拥下，格外明艳照人。 

 

 

拍品编号 183 

30.97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穆索祖母绿配钻石项链，Harry Winston 

估价：HK$ 11,000,000 - 15,000,000／US$ 1,410,000 – 1,920,000 

是次拍卖将呈上另一 Harry Winston 的别出心裁之作。精湛的花

式切工与独特的镶嵌技巧令 Harry Winston 享誉珠宝界。品牌的

传奇经典包括影星李察‧波顿送给妻子伊丽莎白‧泰莱的

「Taylor-Burton 之钻」，便成为传世佳话。此 30.97 克拉祖母绿

产自闻名遐迩的哥伦比亚穆索矿区，浓郁深邃，纯净无瑕。份量

十足的白钻共重约 71.75 克拉，采用品牌标志性的镶嵌设计，组

成极尽精致的「Winston Cluster」，将钻石最自然、纯粹的一面

展示出来，突显祖母绿丰润迷人的浓绿色，可谓天然宝石和不朽

珠宝工艺的结合，气势慑人。 

 

拍品编号 230 

22.97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矢车菊蓝」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Boucheron 

估价：HK$ 3,800,000 - 4,800,000／US$ 487,000 - 615,000 

成立于 1858 年的法国珠宝品牌 Boucheron，以其卓越的创造力备受

推崇。此枚举足轻重的蓝宝石戒指为 Boucheron 出品，古垫形的天

然蓝宝散发着璀璨灵动、细腻动人的「矢车菊蓝」，再以两旁美钻

点缀生辉，实为臻妙非凡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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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美钻 

拍品编号 246 

「The Princess Pink」 

5.03 克拉天然淡彩橙粉红色钻石配粉红色钻石及钻石戒指 

估价：HK$ 4,650,000 - 5,650,000／US$ 596,000 - 724,000 

粉红色钻石在市场上可谓稀若晨星，每出产 10 万颗宝石级钻石，当中

才可能有一颗是彩色钻石。而云云彩钻中，浪漫柔美的粉红色钻石更

是备受追捧。此枚淡彩橙粉红色钻石重达 5.03 克拉，净度极佳，主石

外镶嵌粉红色钻石及白钻，完美呈现钻石的粉嫩娇红，高贵大方。此

拍质量优价美，藏家们实在不容错过。 

 

拍品编号 244 

5.01克拉天然艳彩黄色VS1净度极优打磨钻石配粉红色钻石及钻石戒指 

估价：HK$ 2,300,000 - 3,300,000／US$ 295,000 - 423,000 

流光溢彩的黄色钻石一直被誉为彩钻界的贵族，它的炫目华丽独具皇家

风范，具有荣耀与富贵的象征。而产自塞拉利昂 Zimmi 矿的黄钻比一般

黄钻更浓艳，金光灿灿。天成国际推出的 Zimmi 黄钻屡次于拍场内备受

青睐，是次拍卖亦将呈献一颗重 5.01 克拉、达 VS1 净度及艳彩级别的

Zimmi 黄钻，颜色纯正、色调鲜明，加上极优打磨的光环，为拍卖场上另一焦点。 

 

「皇家红宝石」── 尖晶石 

尖晶石又名「皇家红宝石」，是与多国皇室甚具渊源的传奇宝石。远于 15 世纪时，一枚名为「黑王子

红宝石」的宝石，曾替英皇亨利五世挡下法国将军致命一击，因其色泽红如凝血，数百年来被美丽地

误会为红宝石。此枚宝石及后更被镶嵌于现时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帝国皇冠上，至近代方被科技证

实为尖晶石。《世界主要彩色宝石产地研究》一书曾指出尖晶石十分珍罕，其稀少程度是接近其特质

的红宝石的二百倍，由于稀有及甚少遇见，令尖晶石过往一直被人忽视；然而随着近代宝石业界为其

正名，尖晶石越来越受欢迎。近年藏家对尖晶石的兴趣日益浓厚，市场价格亦不断攀升。 

 

拍品编号 177 

20.19 及 18.70 克拉天然无经加热处理红色尖晶石配钻石耳环 

钻石共重约 4.55 克拉 

估价：HK$ 780,000 - 1,500,000／US$ 100,000 - 192,000 

天成国际今季春拍将呈献一系列共 23 件珍贵尖晶石拍品，此天然无经加热

处理红色尖晶石耳环为重点之一。硕大的宝石分别重达 20.19 及 18.70 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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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红调恰似火焰，加上无可媲美的完美净度，尽显其得天独厚的身份，令人怦然心动。 

 

设计精品 
 

天成国际呈献的个性首饰一直深受珠宝爱好者欢迎，今季亦悉心挑选了多款清丽脱俗之作，让藏家们

突显个人品味： 

 

拍品编号 207 

祖母绿配彩色宝石及钻石「春暖花开」胸针，Nisan 

祖母绿共重约 5.15 克拉；彩色宝石及钻石共重约 15.90 克拉 

估价：HK$ 88,000 - 120,000／US$ 11,300 - 15,400 

此为泰国设计师 Nisan 的匠心之作，先以别具质感的 18K 金描绘小

鸟站在树梢上高歌的画面，再采用粉红色及蓝色钛金属勾勒出两朵

牡丹花的轮廓，加上祖母绿、彩色宝石及钻石，为可爱的鸟儿和精

致的花叶填满多姿多采的颜色。各式缤纷宝石渲染下，小鸟羽衣散

发夺目色彩，花儿绽放绚丽光芒，繁花似锦、万象更新的景象尽入眼帘。 

 

拍品编号 95 

106.85 克拉天然无经处理海水蚌珠配沙弗莱石榴石及钻石「青蛙王子」吊坠 

沙弗莱石榴石共重约 9.50 克拉 

估价：HK$ 185,000 – 285,000／US$ 23,700 - 36,500 

与天然珍珠类同，蚌珠是由于软件动物受外来刺激而形成。但与珍珠相比，找到

蚌珠的机率更低，只有五千份之一。而一粒浑圆无比、光滑无瑕的天然蚌珠，更

是得来不易。此颗天然蚌珠重达 106.85 克拉，实是难能可贵，设计师特意为蚌珠

配上朝气勃勃、头戴小皇冠的沙弗莱石榴石青蛙王子，趣味盎然。收藏家更可打

开吊坠上的扣子，轻松把蚌珠拿出来仔细鉴赏，设计精妙。 

 

拍品编号 156 

52.73 克拉锰铝榴石配橙色刚玉及钻石「小丑鱼」胸针 

估价：HK$ 85,000 - 120,000／US$ 10,900 - 15,400 

小丑鱼造型别致，身驱以重 52.73 克拉的锰铝榴石打造而成，并镶满

共重约 4.40 克拉的橙色刚玉及 1.90 克拉钻石。晶莹剔透的锰铝榴石巧

妙地透出小丑鱼身上独有的纹理，光影转动之下，鱼儿仿如从珊瑚礁

中探出头来，与海洋中的动物嬉戏，增添一抹活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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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16 

约 10.15 克拉玛瑙配红宝石及钻石「鲤跃龙门」胸针／吊坠 

估价：HK$ 85,000 - 125,000／US$ 10,900 - 16,000 

鱼因谐音「余」被视作吉祥物，而锦鲤更有鲤跃龙门、飞黄腾达的寓意，

相传能带来福气。此惟肖惟妙的锦鲤胸针以鲜阳耀目的玛瑙、红宝石及

钻石组成，鱼鳍及鱼尾皆可左右摆动，细微结构在精湛工艺下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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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网盘 | https://pan.baidu.com/s/15nxtvcoD7QLL5S6CnmtjQQ 

Dropbox | https://www.dropbox.com/sh/iotlcmktl72ifho/AACHcoau3-vBe_vIvUEXO50fa?dl=0 

 
 

 

编辑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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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国际 2018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拍卖 2018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 1 时正 

预展 2018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星期三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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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ropbox.com/sh/iotlcmktl72ifho/AACHcoau3-vBe_vIvUEXO50fa?d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