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香港                                                                                                   2022 年 6 月 6 日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欣然呈献珠宝、钟表及手袋潮玩焦点拍品 

 
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领衔： 
天然翡翠珠配钻石项链、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 限量版玫瑰金镂空飞行陀飞轮机械腕表  

超过 330件拍品｜总低估价逾港币 4亿元 

 
尚品手袋及潮玩领衔： 

罕见雾面白色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 25公分凯莉包 

超过 160件拍品 

 

   
 

（左）天然翡翠珠配钻石项链 
估价待询 

（中）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 型号 AT120.40.AD.SD.ADE4D 限量版玫瑰金镂空飞行陀飞轮机械腕表 

估价：HKD 1,200,000 - 3,200,000 

（右）罕见雾面白色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 25公分凯莉包附银色金属配件，爱马仕 2021 

估价：HKD 1,000,000 - 2,000,000 

 

（2022 年 6 月 6 日 — 香港）保利香港将于 7 月 10 至 14 日期间，分别举行璀璨珠宝、名贵钟表和尚品手袋及
潮玩共三场拍卖，欣然呈献一系列琳琅满目并充满市场潜力的瑰丽臻品，璀璨闪耀十周年拍卖会。承接上月香
港的精品预展，保利香港将于 6 月 18 至 19 日在台北微风南山艺文展演中心举行台北精品预展。（请按此查看
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新闻稿） 

 

 

https://cdn.polyauction.com.hk/public-default/cms/press/01-xin-wen-gao-heritage-diversification-and-breakthrough-poly-auction-hong-kong-celebrates-its-10th-auctions-anniversary-tc-final_33a79a7e-88fb-4011-8313-d77a8f9a95ad.pdf


 
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 

 

璀璨珠宝拍场共呈献逾 180 件珠宝珍品，包括精致天
然翡翠、璀璨耀目的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和有
色及无色钻石。领衔拍品为一条超凡卓绝的天然翡
翠珠配钻石项链（估价待询）。翡翠珠宝当中，尤
以珠链最耗时废料，对原石的要求非常高，尤为珍
贵。此条项链由 43 颗硕大圆润的天然翡翠珠串连而
成，翡翠珠直径约达到 13.60 至 11.50 毫米，硕大罕
有，且大小均匀，色泽浓郁，翠色艳丽欲滴，颗粒
晶莹纯净，其饱和度极高的明艳翠色溢满双目，动
人心魄，附香港玉石鉴定中心证书。佩戴于身，散
发出雍容优雅的气质，绝对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
品。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是美德、珍贵和美的

象征，时至今日仍是华人最为喜爱和推崇的宝石。当中，结晶颗粒细密的高质量翡翠更是极其稀少，使优质翡
翠逐渐超越其他宝石，成为最为昂贵的珠宝种类之一，其高超的工艺品质及深刻的文化内涵，都令藏家们趋之
若鹜。 

 

另一瞩目的翡翠珍品为天然翡翠“叶子”配钻石挂坠项链（估价待询），此件翡翠叶子挂坠通体满绿，圆润通透，
线条柔美，尺寸约达 59.1 × 33.4 × 9.56 毫米，附香港玉石鉴定中心证书。它由传统匠人根据原石本身的形态进
行精心设计，并用超高的工艺细心雕琢，配以钻石镶嵌，背面更用红宝石组成两只穿梭于林间的蝴蝶，实为一
件生机盎然的顶级翡翠藏品。翡翠叶子是翡翠挂件中的经典之作，“叶”与“业”同音，寓意着大业有成、节节高
升。树叶也象征着枝繁叶茂，多子多福。 

 

 
天然翡翠珠配钻石项链 

估价待询 

 
天然翡翠“叶子”配钻石挂坠项链 

估价待询 

 



 
不容错过的焦点亦包括一系列绚丽夺目的宝石：卡地亚缅甸红宝石配钻石戒指（估价待询），戒指的红宝石总

重 8.388 克拉，属于卡地亚高订珠宝系列，全球独一无二，此前为重要私人收藏的藏品，也因其极度纯净与绝
佳的色泽，鲜艳、光亮和丰富的红色而脱颖而出；海瑞．温斯顿所设计的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项链（估价：

HKD 22,000,000 - 32,000,000），一共采用了 20 颗共 65.75 克拉产自哥伦比亚的无注油顶级祖母绿，搭配镶嵌

100 颗最为顶级切割工艺的榄尖形钻石，显现无与伦比的光彩；Jacques Timey为海瑞．温斯顿设计的克什米尔

“皇家蓝”蓝宝石配钻石戒指（估价：HKD 14,000,000 - 18,000,000），此枚方形切割 11.03 克拉克什米尔蓝宝石
戒指，不论是颜色、净度及重量皆为绝色的佳品，完美展现克什米尔蓝宝石中极其细腻的丝绒特征，无出其
右，独一无二，极具收藏投资价值。 

 
8.388克拉缅甸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重要私人收藏 

卡地亚设计 

估价待询 

 
65.75克拉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项链 

海瑞．温斯顿设计 

 

估价：HKD 22,000,000 - 32,000,000 

 
11.03克拉克什米尔“皇家蓝”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Jacques Timey 为海瑞．温斯顿设计 

 

估价：HKD 14,000,000 - 18,000,000 

 

名贵钟表拍卖汇聚逾 150 枚现代腕表和经典时计，当中最备受青睐的拍

品，是一枚非凡精致的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型号

AT120.40.AD.SD.ADE4D限量版玫瑰金镂空飞行陀飞轮机械腕表（估价：

HKD 1,200,000 - 3,200,000）。富有创造性的品牌 Jacob & Co.的成立历
史虽然只有仅仅三十多年，但在手表设计上一向大胆创新，打造出无数
备受追捧的尚品，并于每年在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带来令人惊喜万分

的艺术杰作。Jacob & Co. 延续了其一贯的幻想作风，呈献这款全球限量

9 枚的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腕表，把一出科幻诗篇浓缩于方寸之

间。品牌的独特美学完美结合天文学，采用了 360 度立体方式将星球全
部立体化，以漆油制成极为真实的地球仪，并加入一克拉重钻石镶嵌的

月球，模仿在无穷宇宙中漫游的情景。表壳则采用了 Jacob & Co. 精心
挑选的玫瑰金及全透明蓝宝石水晶材质，中央的镂空表盘简洁清楚，澄
澈通透的表壳更显腕表高尚而壮丽，清晰地透现宇宙星宿在齿轮之间运

行。此款式搭载了 JCAM12 手动上弦机芯，配有品牌独有的一分钟三轴
飞行陀飞轮，闪耀璀璨的月球在腕表运行时缓缓自转，极具视觉效果。
孤形的蓝宝石水晶表面犹如浩瀚天穹，日转星移，星球宛若在指间运转，
启发无尽想象力，为广大钟表爱好者及收藏家的匠心独具之选。 

 
JACOB & CO. 

非凡精致，限量版玫瑰金镂空飞行陀飞轮
机 械 腕 表 ， 备 一 分 钟 自 转 月 球 ，
“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 ， 型 号
AT120.40.AD.SD.ADE4D，限量生产 9 枚，
附原厂证书及表盒 

估价：HKD 1,200,000 - 3,200,000 



 
同场亦带来一枚极为精美的劳力士地通拿（Daytona）型号 116506 铂金
自动链带计时秒表（估价：HKD 600,000 - 1,200,000）。诞生于 1963 年，
劳力士的 Daytona 系列是适用于专业方程式赛车的计时腕表，这个系列
的命名源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地名，这是一个盛行赛车运动的地
方。Daytona 已诞生超过半世纪，但依然深受世界各地的表迷爱戴，
2013 年为 Daytona 诞生的 50 周年，劳力士推出了这款型号 1165056，
配有特别触目的冰蓝色表盘，以及至尊稀有的金属铂金，尽显非凡的
气质。腕表搭载了自家研发的 4130 号机芯，代表了品牌的制表知识与
专业工艺，在坚固、可靠与精密等方面为计时腕表树立了新标准。冰
蓝色的表盘经过拉丝处理，在日光的渲染下放射纹纹路显得更具质感，
峻冷的色调与栗色表圈形成鲜明对比，犹如冰山中的瑰宝，绝为扣人
心弦的经典佳作。 

 

 

 

 

 

 

另外，备受市场追棒、精细的百达翡丽鹦鹉螺（Nautilus） 型号 5712/1A 

精钢圆八角形自动链带腕表（估价：HKD 800,000 - 1,200,000）亦将会亮
相拍场。Nautilus 系列于 1976 年面世，糅合了飘逸典雅的格调，是最具标
志性的运动型款式之一。本型号 5712/1A 拥有圆润的八角形表圈，其灵感
来自航行于汪洋的邮轮舷窗，表圈两侧模仿了舷窗上的铰链，连接着表圈
与表壳，一直稳居百达翡丽热门型号的前列。蓝黑色的表盘饰有横纹浮雕
图案，7 时方向为日期及月相显示，4 时方向为小秒盘，10 时方向的扇形
窗口则用作动力储存显示，达到恰到好处的视觉平衡。这枚腕表采用了精
钢拉丝表壳，以及全自动 240 PS IRM C LU 机芯，表面直径达 40 毫米，
具备品牌的优质印记。其功能繁多复杂，能轻易掌握时间观念，持久耐
用，尽显活力，是百达翡丽的上乘之作。 

 

 

 

 

 

 

保利香港拍卖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部主管施思表示：“我们一直致力推广珠宝、东方翡翠及名贵钟表的收藏文
化，迎合藏家的品味喜好并紧贴全球珠宝及钟表市场动向；适逢保利香港十周年，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专场分
别由市场上极具潜力的天然翡翠珠配钻石项链，以及一枚非凡精致的 Jacob & Co. 『Astronomia Clarity Collection』
限量版玫瑰金镂空飞行陀飞轮机械腕表作领衔，同场欣然呈献多件让人翘首以待、品相绝佳的稀世珍宝，务求
满足各大藏家的需求，承传世代臻品的收藏价值。” 
 

 

 
劳力士 

非常精美，铂金自动链带计时秒表，备小
秒针及测速计 

“Cosmograph Daytona”，型号 116506 PT 

估价：HKD 600,000 – 1,200,000 

 
百达翡丽 

精细，精钢圆八角形自动链带腕表，备
日期、月相、动力储存显示及小秒针

“Nautilus”，型号 5712/1A 

估价：HKD 800,000 - 1,200,000 



 
尚品手袋及潮玩 

 

尚品手袋及潮玩专场为新晋及资深藏家们带来逾 160 件雅逸精品，汇聚多款名贵及品相优良的爱马仕手袋，并
由一个罕有的爱马仕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 25 公分凯莉包（估价：HKD 1,000,000 - 2,000,000）领衔。喜马拉雅
系列在爱马仕鳄鱼皮手袋中是顶级的巅峰之作，在行业及收藏圈中拥有传奇性的地位。手袋采用极为珍稀的尼
罗鳄鱼皮革，产量极少，且皮革处理工艺相当复杂，对工匠的技艺有着极高要求。手袋的渐变色处理独特出众，
颜色由烟灰演化成珍珠白彷如被白雪覆盖的壮丽山脉。手袋品相极佳，中间部分雪白分明，纹路自然细致，自
左右两侧颜色逐步渐变，为喜马拉雅系列手袋中的杰作典范，25 公分的尺寸最受亚洲用家喜爱，绝对是值得藏
家们投资的艺术臻品。 

 

拍场亦呈献爱马仕限量版芝麻色 SWIFT牛皮及帆布 25公分 CARGO柏金包（估价：HKD 200,000 - 400,000），
CARGO 柏金包是爱马仕在 2020 年春夏季推出的限量版柏金包，其设计灵感来自于军服，从它的外观看到其设
计保留了帆布和皮革的的拼接元素，通过添加五个外袋，使这款手袋更具多用途性，皮革镶嵌工艺与帆布组合
的巧妙结合，使其成为一款非常坚固耐用的手袋。CARGO 柏金包最初只有 35 公分尺寸，2021 年新推出 25 公
分尺寸，功能性口袋设计省却了放置水杯的位置仍然容量十足，轻巧包身和 25 公分尺寸更受买家追捧。另外
亦呈献多款令广大藏家心动的限量版及特别订制的精美迷你凯莉包二代（估价：HKD 120,000 - 240,000），并
由多种热门颜色配搭而成；BARENIA FAUBOURG 马鞍牛皮凯莉包（估价：HKD 120,000 - 240,000）则具有标
志性刻印，小牛皮呈现出丰富的纹理及自然光泽，是爱马仕皮具的纯粹完美之作，为藏家们提供了一次绝佳的
购藏良机。 

 

保利香港拍卖尚品手袋及潮玩部主管赵晶晶表示：“自 2015 年首度呈献尚品手袋专场，到 2019 年加入艺术潮
玩，我们搜罗多元化的艺术精品，不断为拍卖品牌注入新元素、新视野，将艺术价值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承载
着不变的初心；今次为十周年拍卖会带来一个罕有的爱马仕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 25 公分凯莉包，积极响应市
场对于珍罕精品的需求，同时启发更多新生代藏家。” 

 
罕见雾面白色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 25公分凯莉包 

附银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1 

估价：HKD 1,000,000 - 2,000,000 

 
限量版芝麻色 SWIFT 牛皮及帆布 25公分 CARGO 柏金包 

附银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1 

估价：HKD 200,000 - 400,000 



 

 
特别订制奶油白色及风衣灰色 EPSOM 牛皮迷你凯莉包二代 

附金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1 

 

估价：HKD 120,000 - 240,000 

 
限量版爱心红色、极致粉色及坦桑尼亚蓝色 EPSOM 牛皮

CASAQUE迷你凯莉包二代 

附银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0 

估价：HKD 120,000 - 250,000 

 
罕见棕色 BARENIA FAUBOURG 马鞍牛皮 25公分内缝凯莉包 

附银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2 

估价：HKD 120,000 - 240,000 

 
奶油白色 EPSOM 牛皮迷你凯莉包二代 

附银色金属配件 

爱马仕 2022 

估价：HKD 120,000 - 240,000 

 

预展：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 台北精品预展 

台北｜6 月 18 至 19 日｜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 100 号 微风南山艺文展演中心 3 楼 

 

预展及拍卖：保利香港十周年拍卖会 

香港｜7 月 9 至 14 日｜湾仔博览道 1 号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E 展厅 

 

高清图片链接： 

Google：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   

騰訊微雲：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CN 

 

传媒查询： 

Jessica Chen 陈燕娟小姐｜jchen@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2 

Maora Cheng 郑思颖小姐｜mcheng@polyauction.com.hk｜+852 2303 9891 

 

 

 

 

 

 

 

 

 

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
https://bit.ly/PolyAuctionHK-JWL-WAT-BAG-Highlights-CN


 
有关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2 年成立，为保利文化集团旗下成员，致力为海内外藏家提供拍卖、私人洽购、免费估值咨
询等服务，是香港最具活力的拍卖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团旗下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为中国最大的国有控股拍卖
公司，更是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成交额最高的拍卖行。保利文化集团于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于香港上市（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代号：03636）。 

 

保利香港拍卖涵盖现当代艺术、中国书画、中国古董珍玩、璀璨珠宝及名贵钟表、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酿六大部门，
各部门设有专业团队，致力为广大藏家提供卓越而专业的服务。除大型拍卖会外，保利香港亦积极与知名艺术家举办展览
和交流活动、名人藏家及艺术家专题拍卖、在线拍卖专场及举办 NFT 数码艺术拍卖会。近年来保利香港成绩斐然，屡创
拍卖纪录。2021 年，保利香港以港币 26 亿元成交额闪耀收官。 

 

保利香港在全球多地设有办事处，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门、厦门、山东、台湾、日本及纽约。展望未来，保利香港
专家团队将精益求精，持续推进拍卖、艺术与文化发展，呈献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精彩的艺术杰作。 

有关更多详情，请浏览：www.polyauction.com.hk  

 
### 

关注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卖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众账号：  polyauction-hongkong 

小红书账号：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 

 

 
 

 

http://www.polyauct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