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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
102.34 卡拉完美无瑕巨钻
世上既知最珍稀纯净的白钻

私人藏家通过蘇富比高级钻石品牌
「蘇富比鑽石」购藏 世上既知唯一逾 100 卡拉、
颜色、净度、切工及重量均完美无匹的圆钻
每卡拉单位售价远超任何无色钻石的拍卖纪录

即将上拍：
拍卖史上其中两枚
最具份量、最纯净的白钻
于伦敦展示至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于日内瓦蘇富比拍卖）

各重逾 50 卡拉、足色全美
两枚皆为拍卖市场
历来同类钻石中第二大
估价合共逾 1,500 万美元
左：51.71 卡拉圆形钻石
右：50.39 卡拉椭圆形钻石

两枚皆为 D 色无瑕 Type IIa，
亦是拍卖史上同类钻石中第二大的美钻

香港，2018 年 4 月 10 日

今年 2 月，全球顶级钻石零售品牌「蘇富比鑽石」呈献一枚 102.34 卡拉珍稀

白钻，是世上唯一超过 100 卡拉且足色全美的圆形钻石，4C 标准下均为至臻至美（4C 详情见下）。「蘇富比
鑽石」主席黄林诗韵形容，这枚钻石「是大自然的神奇造物」，如今已觅得买家。纵然新藏家身份未能公开，
但此枚美钻之每卡拉单位售价远超白钻的拍卖纪录（现时白钻每卡拉单位价的拍卖纪录为 260,252 美元， 由
香港蘇富比于 2013 年刷新）。
承此佳绩，蘇富比将在五月份日内瓦拍卖呈献两枚优秀卓越的白钻，各重逾 50 卡拉，成色及净度绝佳，与
「蘇富比鑽石」私人洽购之 102.34 卡拉白钻相互辉映。
两枚美钻之中，其中一枚为 51.71 卡拉圆形钻石，乃拍场上第二大的 D 色无瑕圆形钻石。另一枚重 50.39 卡拉
的椭圆形钻石同样完美卓绝，为拍卖史上第二大的 D 色无瑕椭圆形钻石。
两枚钻石将于 5 月 15 日举行的日内瓦蘇富比「瑰丽珠宝及贵族首饰」拍卖登场。51.71 卡拉圆形钻石之估价
为 780 万至 900 万瑞士法郎（820 万至 950 万美元）。50.39 卡拉椭圆形钻石之估价为 700 万至 760 万瑞士法
郎（730 万至 800 万美元）。
谈及该枚 102.34 卡拉钻石，「蘇富比鑽石」创办人及主席黄林诗韵表示：「新买家初次欣赏这枚巨钻时旋即
被它深深吸引。这些钻石几乎与地球一样古老，却能散发如此生命力，拥有最鲜丽的火彩，璀璨夺目，实在令
人难以置信。此钻是百卡钻石世界之奇珍，乃大自然的神奇造物，在能工巧匠手中脱胎换骨，缔造出极致美妙
之杰作。」

展望即将举行的日内瓦拍卖，蘇富比国际珠宝部环球主席 David Bennett 表示：「蘇富比见证 102.34 卡拉钻石
带来的巨大回响，我们很高兴为市场再度呈献两枚非凡瑰宝，乃拍场上其中两枚最硕大、品质最优秀的白钻。
如此美钻长期令藏家及鉴赏家为之着迷，魅力历久弥新，吸引力在时间洗礼之下丝毫未改。」

足色全美

绝代双钻

即将于五月在日内瓦上拍的两枚钻石均为 D 色（白钻中最高等级的成色），净度属内部无瑕，是最罕见的
Type IIa 钻石——仅 2%的宝石级钻石属于此类别，可呈现最剔透晶莹的视觉效果。这两枚钻石均在博茨瓦纳
（Botswana）被发掘开采，并在当地经投标方式购入。

这两枚钻石分别为圆形及椭圆形，原石各重 196 及 155 卡拉；它们在安特卫普（Antwerp） 经精心切割，获美
国宝石学院（GIA）鉴定为极优切割、打磨及对称。如此玲珑匠心，只为确保光线能够完全无阻地穿过钻石，
生成璀璨火彩，显出耀目光华。两枚钻石的形状亦获得最高评级：圆形钻石被评为「3X」（极优切割、打磨
及对称度），是圆形钻石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亦是同类切割最受青睐的级别；椭圆形钻石获评为「2X」，
同样是这类钻石的最高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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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工匠在处理巨型原石时，一般会尽量减少耗料，以得出最大份量的钻石。因此，大颗钻石的形状多为长古
垫形、方形或梨形。然而，负责切割这两颗美钻的巧匠选择了圆形和椭圆形，淋漓尽致地展现其璀璨本质。

这两种钻石形状最受欢迎：目前白钻的每卡拉单位价纪录由一枚椭圆形钻石保持；圆形钻石则最能展现出火彩
和光芒，在此等份量尺寸的钻石中，圆钻最弥足珍贵。

102.34 卡拉巨钻简介
这枚白钻重达 102.34 卡拉，是市场历来所见、世上既知最大的 D 色无瑕圆形钻石，珍罕无匹。它是 GIA 鉴定
过绝无仅有的精品，在每个钻石质量评级标准（亦称 4C）均取得最高级别。这枚钻石属 D 色（白钻中最高等
级的成色）、净度绝佳（内外完全无瑕，属极罕见的 Type IIa）、拥有极优切割、打磨及对称度。

白钻市场概况
近年来市场对包括白钻在内的各类珍稀美钻需求甚殷。2013 年 10 月，蘇富比以 3,080 万美元拍出一枚 118.28
卡拉椭圆形钻石，每卡拉单位价高达 260,252 美元，创下白钻每卡拉单位价的世界拍卖纪录。去年，在蘇富比
拍卖的白钻当中，有 91% 觅得买家，其中一半以超越高估价成交。

编辑垂注
两枚钻石于4月7日至10日在伦敦公开展出，随后展开国际巡展。

4 月 13 日至 17 日：纽约
4 月 27 日至 28 日：新加坡（只展出 51.71 卡拉圆形钻石）
5 月 1 日至 2 日：台北（只展出 51.71 卡拉圆形钻石）
5 月 1 日至 2 日：杜拜（只展出 50.39 卡拉椭圆形钻石）
5 月 12 日至 14 日：日内瓦

拍卖
瑰丽珠宝及贵族首饰
2018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日内瓦文华东方酒店／1, Quai Turrettini, 1201 Geneva

更多有关蘇富比拍卖行的资讯
新闻及影片
：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html
微信
：sothebyshongkon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othebys
Snapchat
：sothebys

微博
：www.weibo.com/sothebyshongkong
Twitter ：www.twitter.com/sothebys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sotheb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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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拍卖行自 1744 年起为艺术收藏家搜罗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自 1955 年从伦敦扩展至纽约，蘇富比遂成为第一所真正之国
际拍卖行，也是首家于香港（1973 年）、印度（1992 年）及法国（2001 年）举行拍卖的机构，以及第一家于中国营商的国际艺
术拍卖行（2012 年）。时至今日，蘇富比于世界各地 10 个拍卖中心举行拍卖，包括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这几个主要拍卖中
心，客户亦可选用即投 BIDnow 于网上观看拍卖直播，并在世界各地同步参与网上竞投。在拍卖以外，「蘇富比金融服务」让藏
家尊享全球仅有的全面性艺术金融服务支援；同时，蘇富比亦透过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艺术品收藏顾问服务。
蘇富比也为客户带来私人洽购的机会，涵盖逾 70 种收藏类别，交易渠道包括：隶属蘇富比环球艺术部门的 S|2 画廊，以及两项
零售业务──蘇富比鑽石（SOTHEBY’S DIAMONDS）及蘇富比洋酒。蘇富比拥有强大的环球网路，共有 80 个办事处遍及全球 40
个国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号为 BID。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成交价包括落槌价与买家佣金，并扣除买家因作出「不可撤销投标」承诺并成功竞投而获得的报酬补偿。
如欲浏览拍卖网上图录、最新拍卖内容，或参与网上拍卖直播，请即登录 www.sothebys.com、或下载蘇富比为 iPhone、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设的官方应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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