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成国际 2019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珍罕翡翠、彩色宝石及钻石隆重登场 

预展：5月24至28日 | 拍卖：5月29日 
 

 
拍品编号 228 

珍罕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8,000,000 - 28,000,000／US$ 2,300,000 - 3,600,000 

 

 

香港，2019 年 5 月 7 日  天成国际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将于 5 月 29 日举行，荟萃逾 240 件瑰丽

珍宝。领衔拍品为一条珍罕天然翡翠项链，共 43 颗翡翠珠子饱满莹润、碧绿欲滴。此外，各式浑然天

成的彩色宝石将瞩目登场，包括一对 5.12 及 5.03 克拉缅甸「鸽血红」红宝石耳环及一枚 20.35 克拉缅

甸抹谷「皇家蓝」蓝宝石戒指。今季亦搜罗了多款匠心独运的设计师精品，呈上一场琳琅满目的珠宝

盛宴，让藏家们大快朵颐。 

 

天成国际珠宝部主管黄启梵 (Connie Huang) 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呈献今次精心策划的拍卖，带来

洋溢中、西风韵的珍品，以及华丽非凡的品牌珠宝。其中一套钻石腕表／手链、戒指及耳环套装，由

百年经典品牌 Audemars Piguet 出品，为绝色美钻与一流工艺的结晶。」 

 

春拍预展展期为 5 月 24 至 28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而拍卖将于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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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发布 
 

 

新闻稿  香港 
 香港 何泳妍 +852 2150 0764 | renee.ho@tianchengauction.com | 连佩燕 +852 2150 0708 | jelly.lin@tianchengauction.com   

上海 陈玲玲 +86 21 5153 1511 | caroline.chen@tianchengauction.com | 台湾 李翎嘉 +886 938 198 521 | linka.li@tianchengauction.com 

Victoria Communications 张宝棠 +852 6274 1316 | victoria@victoriap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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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翡翠 
 

拍品编号 228 

珍罕天然翡翠配钻石项链 

估价：HK$ 18,000,000 - 28,000,000／US$ 2,300,000 – 3,600,000 

翡翠之美在于色泽、种质、水头。但由于产量稀少及原石品质参差，

以上三者俱佳的翡翠绝不易求。而打造翡翠玉珠项链需损耗大量品

质均一的玉材，以及经过繁复的打磨工序，所以顶级翡翠珠链更是

矜贵。此翡翠项链青翠碧绿、种质细腻、水头清冽，共 43 颗翡翠珠

子完美匹配，为品质超卓的传世之宝。 

 

拍品编号 106 

天然翡翠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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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环象征和谐圆满，相传能融会贯通华夏大地，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天

圆地方之说。因此，翡翠手镯一直备受藏家们喜爱。天成国际今季亦带

来多款天然翡翠手镯，包括这枚弥足珍贵的拍品。手镯满绿柔亮，种水

兼备，线条优美流畅，展现出高雅瑰丽的气质。 

 

彩色宝石及钻石 
 

拍品编号 244 

5.12 及 5.03 克拉天然缅甸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

耳环 

估价： HK$ 16,500,000 - 26,500,000／US$ 2,115,000 - 3,400,000 

近年于缅甸出产的「鸽血红」红宝石愈见稀少，而达 5 克拉以上

的可谓凤毛麟角。此两颗分别重 5.12 及 5.03 克拉的天然红宝石产

自闻名遐迩的缅甸，色泽纯正殷红，同时被美国宝石实验室

(AGL)、瑞士宝石研究实验所(GRS)及瑞士珠宝研究院(SSEF)评定

为「鸽血红」色，并配成一对，更为难得。加上 18 颗共重 8.80 克拉的 D 色白钻，突显主石的火红气

派，明艳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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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186 

20.09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无经加热处理「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钻石共重约 6.15 克拉 

估价：HK$ 15,000,000 - 25,000,000／US$ 1,920,000 - 3,200,000 

现今市场上重逾 20 克拉的优质的莫桑比克红宝石寥若星辰，当中具顶级「鸽

血红」色调的更可遇不可求。这枚 20.09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石拥有

极佳净度，绽放绯红盈光，实在无可媲美。 

 

拍品编号 184 

20.35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无经加热处理「皇家蓝」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估价：HK$ 5,500,000 - 8,500,000／US$ 705,000 – 1,090,000 

此份量惊人并未经处理的缅甸蓝宝石重逾 20 克拉，其饱和均匀的迷人蓝调和

清晰的透亮度能轻松驾驭阶梯式切割，并使宝石看起来更为硕大，彰显缅甸

「皇家蓝」蓝宝石得天独厚的身份。 

 

 

拍品编号 183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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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 - 3,200,000／US$ 282,000 - 410,000 

祖母绿被誉为「绿宝石之王」，当中以产自哥伦比亚穆索的祖母绿最为丰润

迷人，令人爱不释手。此祖母绿并未经注油优化处理，纯净浓郁，光彩细腻；

配以两旁白钻点缀生辉，简约大气。 

 

 

拍品编号 28 

9.23 克拉天然淡彩绿色钻石戒指 

估价：HK$ 2,250,000 - 3,250,000／US$ 288,500 - 416,700 

钻石原石在地底深层经历了数百万年自然辐射，改变了其结构及对光谱的吸

收，才会呈现出绿色。这颗天然淡彩绿色钻石色泽纯正，甜美可人，更重达

9.23 克拉，实在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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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编号 135 

1.26 克拉天然浓彩蓝色内部无瑕钻石配 1.15 克拉天然浓彩粉红色内部无瑕钻

石戒指 

估价：HK$ 9,500,000 - 16,500,000／US$ 1,218,000 - 2,115,000 

除了绿色钻石之外，蓝钻及粉红钻在云云彩色钻石之中亦极为珍罕。此戒指上

浓郁俏丽、纯净无瑕的蓝钻与粉红钻互相辉映，配上共重约 4.30 克拉白钻及

线条优美的设计，叫人一见倾心。 

 

 

品牌臻品 
 

拍品编号 245 

瑰丽钻石腕表／手链、戒指及耳环套

装，Audemars Piguet，年份 2002 

估价：HK$ 12,000,000 - 18,000,000

／US$ 1,540,000 - 2,300,000 

1875 年，Audemars Piguet 于瑞士创

立，凭借世代传承的专业知识与精湛

技艺，谱写出品牌的不朽传奇。今次

拍卖呈献的钻石腕表／手链、戒指及

耳环套装，是Audemars Piguet于 2002

年特意为日内瓦国际高级钟表展打造之作。品牌以共重 62.68 克拉钻石制成格调优雅的腕表及珠宝套

装，从精挑细选的优质美钻、手链上灵活的相扣位置，以至奢华的品牌原装盒，都可见品牌一丝不苟

的工艺及对极致的追求。拍品在私人珍藏近 20 年后首次释出拍场，是收藏顶级臻品的难遇机缘。 

 

 

拍品编号 243 

总重量 30.35 克拉天然缅甸抹谷及蒙苏无经加热处理红宝

石配钻石手链，Harry Winston 

估价：HK$ 7,300,000 - 9,300,000／US$ 936,000 - 1,190,000 

份量十足的绚烂红宝石配上共重约 31.00 克拉绝美白钻，光

辉璀璨，无与伦比；加上殿堂级品牌 Harry Winston 的光环，

此手链实为拍场上的亮眼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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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瑰丽精品 
 

 

拍品编号 85 

钻石配祖母绿手链，年份约 1930 年代 

钻石及祖母绿分别共重约 35.00 及 4.70 克拉 

估价：HK$ 2,400,000 - 3,600,000／US$ 308,000 - 460,000 

自 1922 年考古学家发现法老王图坦卡蒙陵墓后，装饰艺术受埃及等古文

化和异国风情启发，为珠宝设计带来新创意。此手链制作于该时期，运用

精准的几何比例，将闪烁钻石及祖母绿规则对称地排列。利落的轮廓和考

究的工艺，完美演绎装饰艺术时期的细致与经典。 

 

 

拍品编号 182 

13.09 及 13.07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耳环，Aliel 

估价：HK$ 840,000 - 1,240,000／US$ 108,000 - 159,000 

品牌 Aliel 将生命力倾注入宝石中，缔造出充满艺术感的珠宝。这对别具一

格的耳环以天然深邃的哥伦比亚祖母绿为主石，配上共重约 15.65 克拉的

钻石。品牌以三颗不同大小的白钻打造出三个女孩的头像，表现出与众不

同的巧思。 

 

拍品编号 139 

钛金属配彩色宝石及钻石「知更鸟」胸针，Nisan 

彩色宝石及钻石共重约 9.70 克拉 

估价：HK$ 38,000 - 58,000／US$ 4,850 - 7,400 

成熟的钛金属处理技术，令泰国珠宝品牌 Nisan 对钛金属的温度及

颜色变化拥有极佳掌握，创作出各式色彩鲜艳、轻巧如丝的钛金属

珠宝。今季，天成国际带来了一系列 9 件 Nisan 出品的巧夺天工之作，这枚惟肖惟妙的「知更鸟」胸

针便是其中之一。设计师以五彩缤纷的彩色宝石与钻石，组成身形圆润的知更鸟及盛开的花儿，愉悦

夺目。 

 



 6 

(图左) 拍品编号 161 

天然翡翠配钻石「团团」胸针／吊坠，王进玲 

估价：HK$ 38,000 - 58,000／US$ 4,850 – 7,400 

 

(图右) 拍品编号 162 

彩色珊瑚配钻石「圆圆」胸针／吊坠，王进玲 

估价：HK$ 22,000 – 42,000／US$ 2,800 – 5,400 

 

此两件拍品是台湾设计师王进玲别出心裁之作。「团团」及「圆圆」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为

突显大熊猫的俏皮模样，设计师分别为牠们配上翡翠竹叶及珊瑚气球，「团团」仿如在竹林嬉戏，「圆

圆」则在空中翱翔，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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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2fzk0oup12tww/AAD57YlVEaTVnz6yTTBV73ywa?dl=0 

百度网盘 | https://pan.baidu.com/s/10PfrEv4T_5rX5xTGZfufkA  提取码 | cy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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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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国际 2019 年珠宝及翡翠春季拍卖会 

拍卖 2019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 下午 1 时 

预展 2019 年 5 月 24 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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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