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6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将于 6 月 12 日举行 

── 万物逢春  翠意盈盈 ── 
 

预展：5月28日至6月1日 及 6月9至11日 | 拍卖：6月12日 

 

  
 

图左／天成国际将呈献「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点滴善心珠宝慈善拍卖」 

注：所有 Sarah Jessica Parker 之图片必须如上图所示，加上 Kat Florence 品牌商标 

图右／「开普敦之星」珍罕 61.72 克拉淡黄色 VS2 净度 Triple Excellent（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钻石，Graff 出品； 

配钻石项链（拍品编号 273，估价：HK$ 16,000,000 – 20,000,000／US$ 2,050,000 – 2,560,000） 

 

香港，2016 年 5 月 5 日  天成国际 2016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预展将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及 6 月 9 日至 11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举行，而拍卖将于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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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万物滋长之初，

天成国际今季搜罗了多件美不胜收的瑰丽珍品以飨藏家。当中首推一条举足轻重的天然翡翠项

链，共 108 颗珠子均饱满盈润、碧绿欲滴，珠子直径最大为 18.62 毫米，珠链长达 1750 毫米，

实为拍场上不可多得的稀珍之品。另一瞩目拍品为 Graff 出品的「开普敦之星」61.72 克拉淡

黄色 VS2 净度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钻石及钻石项链，极尽雍容华贵，让人为之惊艳。是次

春拍将呈献近 280 件珠宝珍品，总估价约 2 亿 2,000 万港元。 

即时发布 
 

 

香港 符颖铮 +852 2150 0765 | lya.fu@tianchengauction.com | 何泳妍 +852 2150 0764 | renee.ho@tianchengauction.com 
上海 陈玲玲 | +86 21 5153 1511 | caroline.chen@tianchengauction.com 北京 王杨 | +86 138 1192 9279 | caroline.wang@tianchengauction.com 

新闻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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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设拍卖，天成国际今季更特别呈献「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点滴善心

珠宝慈善拍卖」，重点拍品为一件 Kat Florence 出品的 91.43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帕拉依巴碧玺

项链，共 38 件耀目珍品，包括数件拍卖史上最大的彩色宝石，将史无前例全部以无底价形式

拍卖。而部份拍卖收益，将拨捐「点滴是生命」作慈善用途，可谓一举两得，既能搜罗心仪珍

品亦能回馈社会，积福行善！ 

 

天成国际珠宝部董事杨俊贤 (Stewart Young) 表示：「2015 年度，天成国际总成交额达 5 亿

4,000 万港元，成绩亮丽。今季，我们将为藏家奉上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顶级臻品，例如一系列

浑然天成的彩色宝石，全部天然无经处理，质优价美，实在无懈可击。而有见天成国际推出的

设计师精品备受藏家爱戴，我们亦继续搜罗了多款精致的个性小首饰。各式瑰宝汇聚一堂，蔚

为奇观。此外，我们今次很荣幸能为藏家们带来饶富意义的『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点滴善心珠宝慈善拍卖』，协助『点滴是生命』筹款，为改善中国西北穷困地区的水源

供应及为尼泊尔受灾学生提供更好学习环境尽一分力。当中珍品均为拍场罕见，并全部以无底

价形式拍卖，实为藏家们征集卓越珍宝之良机。」 

璀璨宝石及钻石 

 
拍品编号 273 

「开普敦之星」珍罕 61.72 克拉淡黄色 VS2 净度 Triple Excellent  

（极优切割、打磨及比例）钻石，Graff 出品；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6,000,000 – 20,000,000／US$ 2,050,000 – 2,560,000 

 

殿堂级品牌 Graff 以传奇钻石藏品闻名遐迩，也被称为「钻中之钻」。而最早的南非钻石据传

于 1867 年在英国开普殖民地发现，以地区命名为「Cape 开普钻石」。近一个世纪以来，「Cape

开普钻石」成为了泛指淡黄色钻石的行业术语。最著名的「开普钻石」为重达 234.65 克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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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非金伯利矿的「戴比尔斯钻石（The De Beers）」，呈柔和的淡黄色，后来在巴黎展览期

间被印度帕蒂亚拉土邦主（The Maharajah de Patiala）收藏，1928 年由卡地亚设计为蜚声国际

的帕迪亚拉（Patialia）钻石项链。 

  

此枚 Graff 出品的 61.72 克拉淡黄色钻石同属「开普系列」，因其超卓的来源和品质，被命名

为「开普敦之星」。为了保留钻石的份量，十克拉以上的钻石大多采用花式切割。但这颗巨钻

不仅采用耗料非常的圆形明亮式切割，而且切工、打磨、比例均具极优级别，可谓精益求精，

因此更火彩四射，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续写 Graff 和「开普钻石」的百年传奇。拍品更配以

39 粒共重 54.60 克拉绝色美钻打造而成的项链，气派显赫，尽显「开普敦之星」得天独厚的身

份。 

 

拍品编号 216 

「穆索之冠」 

瑰丽 29.16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穆索无经处理祖母绿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9,800,000 – 13,000,000／US$ 1,260,000 – 1,666,000 

哥伦比亚是著名的祖母绿产地，而其境内穆索矿区出产的祖母绿更

为顶级，绿得深邃浓郁，好像要滴出油来，故被当地人专称为「油

滴」(Oil Drop)。由于祖母绿在极复杂的地质构造过程中形成，使其

产生大量内含物，所以天然完美无瑕，无需浸油优化处理的祖母绿

实在是凤毛麟角。此枚哥伦比亚穆索祖母绿重 29.16 克拉，集最优秀

的颜色与净度于一身，丰润迷人，加上未经任何人工处理，「穆索

之冠」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拍品编号 226 

珍罕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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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 & Co. 出品 

估价：HK$ 9,800,000 – 15,000,000／US$ 1,260,000 – 1,920,000 

缅甸红宝石的天然结晶细小，因而很难产出大克拉的红宝石，随着

矿源日渐枯竭，达 5 克拉以上的缅甸「鸽血红」红宝石已是寥若星

辰。是次春拍呈献的 6.00 克拉天然缅甸「鸽血红」红宝石产自名矿

抹谷，绽放绯红盈光，俨如火焰般炽热绚丽。品牌 Tiffany & Co.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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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地配上共重约 5.00 克拉的炫目白钻，打造出一朵俏丽的花儿，明艳照人。此拍品被私人

藏家珍藏约半世纪，首度释出拍卖市场。 

 

拍品编号 264 

13.85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蓝宝石配钻石手镯，年份约

1930 

估价：HK$ 3,500,000 – 4,500,000／US$ 450,000 – 577,000 

重达 13.85 克拉的蓝宝石散发出饱和均匀的蓝调，旖旎迷人，

并无经加热处理，至为难得。扣人心弦的深邃蓝宝石，与共

重约 24.00 克拉钻石以车嵌工艺打造，光芒闪烁的钻石配合得

天衣无缝，加上别具一格的「装饰派艺术」设计，非凡气派

跃然而出。此手镯为逾八十年前的出品，卓然风采依旧，充

分表现出时光流逝中的不朽光辉。 

拍品编号 176 

6.26 克拉心形天然巴西无经加热处理亚历山大变色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1,100,000 – 1,500,000／US$ 140,000 – 192,000 

由于产量稀少，带有特殊光学效应的亚历山大变色石极其珍贵，

其神奇的变色现象在古代更被视作神迹。此亚历山大变色石于日

光下呈现绿色，白炽光下则呈现紫色，恍如「白昼里的祖母绿，

黑夜里的红宝石」，散发别样魅力；而且此宝石晶体纯净，散发

璀灿光芒，配以简洁的心形设计及白钻点缀，被收藏家珍藏逾数

十年，为该类别中最顶级的收藏品。 

华美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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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275 

珍罕天然翡翠「一百零八」项链；珠子直径最大为 18.62 毫米，珠链长约 1750 毫米 

估价：HK$ 18,000,000 – 25,000,000／US$ 2,300,000 – 3,200,000 

古代朝珠的制式，由佛念珠衍化而来，经书所载的佛珠的颗数通常为一百零八颗，表示十法界

各有一百零八种烦恼，要通过修行消除迷悟，从而使身心能达到一种寂静的状态。而朝珠是清

代官服特有的配饰，只有四品或以上的官员，上朝时才能佩戴朝珠。清朝乾隆皇帝嗜玉如命，

翡翠成为风靡上流社会的极品玉料，之后又在慈禧太后、宋庆龄的青睐下流芳百世，成为中国

珠宝文化的中流砥柱。 

 

天成国际为各藏家百里挑一，献上一条由一百零八颗满绿浑圆硕大的翡翠串成的珠链。翡翠珠

链得来不易，首先需将挑选好的原石切成小块，再慢慢磨成圆珠，消耗大量原料，才能得到色

泽、形状及大小如此匹配的一百零八颗珠子，彰显出权威、地位，为不可多得的收藏级极品。 

 

拍品编号 272 

天然翡翠「大圣归来」牌，张炳光雕刻 

估价：HK$ 1,600,000 – 2,600,000／US$ 205,000 – 335,000   

曾获得「天工奖」和文博会等国家级大奖，享负盛名的雕刻大师张

炳光力求「材、心、工」三者合一，极力呈现翡翠的天然之美和人

工之妙。先根据翡翠的天然纹理色彩构图，再花两年时间，精心刻

划出齐天大圣腾云驾雾的精妙神髓，配合色正浓艳、硕大丰厚的天

然翡翠，生命力满溢，实为「玉上作画，形器两忘」的极致体现。 

 

拍品编号 213 

天然翡翠配红宝石及钻石「蕙兰」胸针／戒指  

估价：HK$ 3,500,000 – 4,500,000／US$ 450,000 – 577,000 

「隐秘式镶嵌」能使宝石紧密地排列，却看不见任何支撑宝石的

金属镶爪或底座，效果简洁精致，令宝石浑然一体，呈现出最美

的姿态。此「蕙兰」上的红宝石运用了最新的「曲线隐秘式镶嵌」，

比平面镶嵌难度加倍。为了更能突显出花瓣的天然弧度，及贴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花瓣上运用渐变色的红

宝石，制作时间长达一年半。恰似完全盛开的花朵，沐浴于春日和煦的阳光，朝气勃勃。中间

镶嵌的天然翡翠蛋面，温润可人、高雅大方，可拆开作戒指独立佩戴。 

http://www.jades.cn/tagname/%EF%BF%BD%EF%BF%BD%C8%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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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瑰丽精品 

 

拍品编号 53 

珐琅彩配彩色宝石及钻石「女神」胸针，Masriera 出品； 

及天然橄榄石配钻石耳环一对，Tiffany & Co. 出品  

估价：HK$ 58,000 – 98,000／US$ 7,400 – 12,600 

此拍品一组两件。女神身披上轻纱，伴着轻巧纤细、栩栩如生

的珐琅彩翅膀，光艳遒丽；于半空漫舞，线条姿态温婉动人，尽显百

年品牌 Masriera 崇尚自然的新艺术精神。如今，这种将半透明的彩

釉技术火烤成型、使用纯天然染料为珐琅上色的传统工艺已经几近失传。

而橄榄石耳环为 Tiffany & Co.别出心裁之作，与「女神」胸针一起佩戴，优雅柔美，清丽脱俗。 

 

拍品编号 50 

259.33 克拉天然紫锂辉石配彩色宝石及钻石「仙履奇缘」吊坠

项链，Nisan 出品   

估价：HK$ 250,000 – 350,000／US$ 32,000 – 45,000 

2015 年秋拍，天成国际与泰国品牌 Nisan 推出的「成就之神」

小象吊坠拍出高于估价一倍的佳绩。今季，将为藏家奉上同为

Nisan 出品的「仙履奇缘」吊坠项链。重达 259.33 克拉紫锂辉

石颜色饱满，曼妙生辉，顶部以彩色宝石塑造出奇趣灵动的小

精灵，两旁以卡通人物「翠儿」为蓝本、雕刻两只跃跃欲飞的

金丝雀，充满梦幻童话气息，令人会心微笑。吊坠背面更打造了镂空的爱神丘比特像，于晶莹

的紫锂辉石中穿透，若隐若现，将佩戴者牵引走进浪漫的童话国度。 

 

拍品编号 253 

天然翡翠配钻石「小猫」胸针   

估价：HK$ 35,000 – 45,000／US$ 4,500 – 5,800 

设计师精巧灵思，利用色调醇美、绿光柔柔的的天然翡翠与璀璨白钻，

勾勒出两只玲珑的小猫，造型栩栩如生，于闪烁的钻石点缀下，俏皮的

小猫仿佛在左右摆动尾巴，一派悠然自得，于春日里充满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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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点滴善心珠宝慈善拍卖 

 

注：所有 Sarah Jessica Parker 之图片必须如上图所示，加上 Kat Florence 品牌商标 

 

是次「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点滴善心珠宝慈善拍卖」呈献共 38 件珠宝珍

品，包括数件拍卖史上最大的彩色宝石，并史无前例地，全部珠宝以无底价形式拍卖，而部份

拍卖收益，将拨捐「点滴是生命」作慈善用途。 

 

Kat Florence：「很高兴是次能与天成国际合作促成是次慈善拍卖，我们品牌将带来多件拍卖

市场上最大的宝石，每件珠宝都盛载着令人难以忘怀的设计、超卓的工艺，恍如一件件的艺术

品，独一无二，加上以无底价形式拍卖，再结合天成国际在亚洲拍卖市场的实力，希望能为点

滴是生命筹集最多的资金，为中国山区农民兴建水窖、塘坝；为尼泊尔受地震影响的莘莘学子，

重建学校。」 

 

Sarah Jessica Parker：「我被是次别具意义的慈善拍卖打动，亦很高兴选择了『点滴是生命』

为是次活动的受惠机构，其凝聚个人一点一滴的力量，将关爱延伸到整个社区，影响着每一个

『生命』。」 

拍品编号 157 

91.43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帕拉依巴碧玺配钻石吊坠项链，Kat 

Florence 出品 

估价：HK$ 2,800,000 – 3,800,000／US$ 360,000 – 487,000 

是次慈善拍卖最惹人注目的拍品为一条重达 91.43 克拉的帕拉依

巴碧玺项链。凭借其醉人光彩及柔和韵味，帕拉依巴碧玺近年于

拍场上备受追捧。此帕拉依巴碧玺拥有 91.43 克拉的惊人份量，

蓝绿色调鲜明，纯净无瑕，犹如一汪澄明碧水。品牌 Kat Fl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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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融入大自然的元素，将共重约 23.80 克拉的夺目美钻，化作壮丽的冰花，成就了大气之作。

此时尚的设计让人联想万物最珍贵的天然资源──水，与是次慈善拍卖受惠机构「点滴是生命」

所推广的「惜水」理念不谋而合。不得不提，此为拍卖史上最大颗的帕拉依巴碧玺，珍罕绝伦。 

 

拍品编号 153 

「神秘的蓝满玉」 

423.56 克拉天然坦桑尼亚丹泉石配钻石吊坠项链，Kat Florence 出品 

钻石共重约 57.65 克拉 

估价：HK$ 2,500,000 – 3,500,000／US$ 320,000 – 450,000 

此份量十足的旷世奇珍为拍卖史上最大的坦桑尼亚丹泉石。宝石原石

重逾 1,000 克拉。此宝石得来不易，宝石猎人 Don Kogen 一直醉心发

掘世界各地的稀有奇珍。数年前，他出发到非洲坦桑尼亚寻找世上绝

无仅有的丹泉石，在一个部族中得知，一颗体形硕大的丹泉石最初于

40 年前被马赛族人发现，而比较年长的族人更展示一帧摄于四十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

小男孩手握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Don 深信此为丹泉石的原石，于是向危机四伏的丛林进

发，展开冒险旅程。Don 沿途历尽艰辛，冒着被非洲野兽袭击的危险，攀山涉水，最终找到马

赛族人的住处及丹泉石原石。可是，此石再过两天便要被拍卖，Don 得知后便马上请他的团队

筹来大量资金，马上赶到与他汇合，最后成功投得此巨型旷世奇珍，再重新切割成现重 423.56 

克拉，成为拍卖史上最大的坦桑尼亚丹泉石。 

 

经过精密的切割及打磨，宝石的重量得以大大保留，而切面与色泽亦取得完美平衡，令宝石散

发如丝绒般光泽的绮丽蓝调。其绰约丰姿举世无双，故被冠以马赛语中的美名──「神秘的蓝

满玉」，寓意吉祥和祝福。 

点滴是生命 

点滴是生命是专注于建设水设施的香港注册慈善机构，宗旨是「传

递爱，实现爱」，主要为国内干旱地区筹建集雨水窖，为中国内地

偏远地区赈灾、扶贫、送暖。到现在为止，机构在 6 个省共筹建了

超过 49,000 个水窖和 22 个塘坝，为超过 60 万人改善缺水问题，改

善他们的生活。点滴是生命在 2015 年新开展尼泊尔灾后学校重建

项目，为受灾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以知识改变命运。机构亦

定期向本港弱势社群及长者作探访并派发物资等。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 | 成交价包括落锤价及买家佣金 

高清图片、图示及电子版新闻稿请前往以下连结下载： 

http://pan.baidu.com/s/1jIfce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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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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上海及北京设当地办事处。 

 

Facebook：tianchenginternational | 微博：tianchengintl | 微信：tianchengintl 

天成国际 2016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拍卖 

2016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珠宝及翡翠拍卖              

Kat Florence & Sarah Jessica Parker ── 

点滴善心珠宝慈善拍卖                  

下午 1 时正 

下午 3 时正 

预展 2016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星期六至三） 

2016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星期四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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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