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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嘉德香港 2019 春季拍賣會 

「瑰麗珠寶與翡翠」專場 

將於 3 月 31 日舉槌 

 
 

2019 春季拍賣會精品展 

3 月 11–22 日 | 中國嘉德（香港） 

 

2019 春季拍賣會 

預展：3 月 28–30 日 | 拍賣：3 月 31 日 | 香港 JW 萬豪酒店 

 

 

香港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中國嘉德香港 2019 春季拍賣會「瑰麗珠寶與翡翠」專場將於 3 月 31

日於香港 JW 萬豪酒店舉槌，為廣大的珠寶愛好者與藏家群體呈獻近 200 件精緻瑰寶，其中包括

各式鑽石、彩色寶石、有機寶石、翡翠珠寶，以及具有當代元素的設計師作品，更不乏古董珠

寶及帶領時代風尚的優美品牌珠寶作品，總估價約 2 億港元。當中亮點包括著名品牌 Harry 

Winston 出品 16.08 克拉 D 色（最高色）VVS1 淨度鑽石戒指，重達 49.06 克拉的天然緬甸未經加

熱處理矢車菊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以及色水俱佳、寓意吉祥的翡翠「金枝玉葉」配鑽石吊墜

等。 

 

即時發佈 

符穎錚 lyafu@cguardian.com.hk  | 丁玗琦 carmenting@cguardian.com.hk | +852 2815 2269 

新聞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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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編號 993 

瑰麗珍罕 16.08 克拉天然 D 色 VVS1 淨度 Type IIa 鑽石戒指，海

瑞溫斯頓 

估價待詢 

 

本季度拍品中，重要鑽石拍品之一為由著名品牌 Harry Winston

出品的 16.08 克拉 D 色 VVS1 淨度鑽石戒指一枚，不僅顏色達到

頂級，淨度極為優秀，同時還是 TYPE IIa 型鑽石，此類鑽石可謂

鑽石貴族，內含物極少，完全不含氮，能讓最多的光線穿透過鑽

石，使其更為明淨，清澈如水；此枚鑽石為祖母綠型切割，在大克拉鑽石中突出其極高的清晰

度，璀璨中更顯優雅。 

 

拍品編號 991 

27.88 克拉天然濃彩黃色 VS1 淨度鑽石配鑽石戒指 

估價待詢 

 

天然彩色鑽石極其罕見，大約 10,000 克拉中只有一克拉是天然彩色鑽

石。此枚天然濃彩黃色鑽石重量高達 27.88 克拉，以古墊形切割，碩大的檯面和卓越的亮度在市

場上極為罕見，令其價值大大提升。美國寶石研究院（GIA）將其評定為濃彩黃色（Fancy Intense 

Yellow）, 近乎是彩黃色鑽石的最高級別，極具收藏價值。這顆簡約大氣，高貴優雅的濃彩黃鑽，

散發出非凡的鮮豔色彩，艷麗如陽光在水面上灑下，麟光閃耀，熠熠生輝，定將是名人藏家們

競相典藏的心頭好。 

 

拍品編號 971 

極為珍罕 49.06 克拉天然緬甸未經加熱矢車菊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 

估價待詢 

 

春拍重要彩色寶石拍品之一是一枚重達 49.06 克拉的天然緬甸未經

加熱處理矢車菊藍藍寶石配鑽石戒指，超過十克拉的天然藍寶石是

極為稀少, 這顆世界級別的藍寶石份量十足，色正濃郁，帶有典型

緬甸藍寶石的特點，色澤豔麗，分佈均勻，更是優秀的矢車菊藍色，

一見難忘。更應提到的是，其內含物極少，環觀寶石世界裡絕對是

難得一遇，配合優秀的切割工藝，使此枚寶石流光溢彩，驚世絶俗；

璀璨美鑽 

天然彩色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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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拍估價得宜，是藏家尋寶入囊的好機會。 

 

拍品編號 985 

瑰麗 16.56 及 15.51 克拉天然未經處理哥倫比亞祖母綠配鑽石耳環

／戒指 

估價：HK$ 6,400,000 – 8,600,000 

 

值得留意的尚有一對 16.56 及 15.51 克拉天然未經處理哥倫比亞祖母

綠配鑽石耳環，每隻均可轉換成戒指配戴，匠心獨運。時祖母綠於

開採一般容易出現裂隙而減低其透明度，為了避免祖母綠破損通常

會通過用油、樹脂等暫時修補，故此未經處理的祖母綠於市場上甚為罕見，5 克拉以上的無油祖

母綠更是一顆難求。這對未經處理的祖母綠來自最頂級的產地──哥倫比亞，各重 15 克拉以上，

顏色淨度等均配對得宜，極為難得。濃郁深邃的祖母綠配以璀璨奪目的鑽石，高貴華麗，值得

珍藏。 

 

拍品編號 946 

精美翡翠「碧玉成雙」 配鑽石吊耳環一對 

估價：HK$ 1,500,000 – 1,800,000 

 

本次專場推出許多極具收藏價值的翡翠拍品，比如一對天然翡翠

「雙環」 配鑽石吊耳環，雙環的翡翠成品並不常見，因製作極為

耗料，而對原石的品質要求也極高，行內有句話說「好料絕不用差

工」，指的就是好的翡翠原料，必需配以精湛的工匠手藝。 現今

造工精美且玉質細膩通透的翡翠雙環實為珍罕難求。是次這對天然翡翠「滿色」雙環耳環吊墜，

色彩碧綠均勻，如水欲滴，兩環相扣，更有好事成雙的美寓，實為難能可貴。 

 

拍品編號 949 

極致精美翡翠「金枝玉葉」配鑽石吊墜 

估價：HK$ 7,200,000 – 8,600,000 

 

亮點拍賣尚有一件翡翠 「金枝玉葉」配鑽石吊墜，翡翠厚重滿綠，

顏色均勻，色鮮正濃，純淨透亮，其透明度高，行內稱之為「水頭

好」。中國傳統珠寶設計常以精湛工藝將翡翠雕刻成如意及吉祥物，

天然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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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祝福；此件翡翠雕刻一隻靈動的蟬憩息在葉子上，雕工細膩，詡詡如生，祝願佩戴者福壽

安康，如意吉祥。 

 

拍品編號 933 

高貴優雅 20.79 克拉天然未經加熱斯里蘭卡藍寶石配養殖珍珠

及鑽石別針, 卡地亞，年份 1931 

估價：HK$ 5,500,000 –6,800,000 

 

品牌古董珠寶深受大眾喜愛，本次春拍特別搜羅了一枚卡地亞

1931 年出品的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藍寶石配養殖珍珠及

鑽石別針。裝飾藝術時期珠寶多年來一值深受珠寶藏家喜愛，

此時期的卡地亞作品更堪稱永恆經典。此枚別針上的藍寶石主

石重達 21.00 克拉，華麗大氣，皇室氣質十足，並以精湛的工

藝搭配珍珠及鑽石，秀氣高雅，令人愛不釋手。 

 
 

 

 

 

估價不包括買家佣金 | 成交價包括落錘價及買家佣金 

高清圖片及電子版新聞稿請前往以下其中一條連結下載： 

Dropbox: https://bit.ly/2GZcar4  | 百度盤: https://pan.baidu.com/s/17PR8SPH2csrpHIMNvkID4g  提取码: 4qui  

中國嘉德香港 2019 春季拍賣會 

地點：香港 JW 萬豪酒店 

預展：3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拍賣時間表： 

3 月 30 日（星期六） 

拍賣廳 A 

 

春訊──亞洲重要私人珍藏 上午 10 時 

觀想──中國書畫四海集珍 下午 2 時 

觀想──中國古代書畫 晚上 8 時 

拍賣廳 B 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 下午 3 時 

3 月 31 日（星期日） 

拍賣廳 A 
應物希古──中國古代陶瓷 上午 11 時 

觀古──瓷器珍玩工藝品 下午 1 時 

拍賣廳 B 瑰麗珠寶與翡翠 下午 2 時 

 

品牌古董珠寶 

https://bit.ly/2GZcar4
https://pan.baidu.com/s/17PR8SPH2csrpHIMNvkID4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