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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香港 2021 年春拍圓滿收槌 錄得總成交額逾 7 億港元
1 件拍品逾億港元成交
7 件拍品逾千萬港元成交
刷新兩項藝術家世界紀錄
本季春拍線上競投較 2020 年秋拍飆升近 52%
1,228 件成交拍品中，逾 20% 由網上買家投得
11 場專場拍賣於網上及社交平台同步直播吸引 12 萬人次觀看
• 現當代藝術部總成交額達 2.67 億港元，奈良美智博物館藏級別大型房屋裝置《柏林 巴拉克，1 號室》以
1.2 億港元高價成交，刷新藝術家立體作品成交價世界紀錄，並創下奈良美智個人作品拍賣的第二高價
• 中國古董珍玩部總成交額達 2.01 億港元，法國巴黎杜尚（Duchange）家族重要收藏清乾隆 御製鬥彩加粉
彩暗八仙福壽紋八方盤口大瓶以 5,520 萬港元高價成交，為保利香港歷來瓷器拍品第二高價
• 中國書畫部總成交額達 4,384 萬港元，兩位台灣名家書畫專題作品悉數成交，喜獲白手套佳績。其中胡
適 楷書〈理未易察〉以 96 萬港元成交，為低估價 16 倍
•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部總成交額達 1.46 億港元，盛世玲瓏緬甸天然滿色翡翠手鐲以 3,600 萬港元成交，
為保利香港歷來翡翠手鐲拍品第二高價；錶王之王 – 百達翡麗型號 6002G 以 3,180 萬港元成交，為保利
香港歷來鐘錶拍品最高價
• 尚品手袋及潮品部成交總達 1,659 萬港元，領銜拍品包括「包中之王」的 25 及 28 公分喜馬拉雅尼羅鱷
魚皮柏金及凱莉手袋分別以 180 萬港元 及 192 萬港元高價成交。
• 珍茗佳釀部總成交額達 3,195 萬港元，來源清晰，品相絕佳的一九二○年代 雙獅同慶號青餅普洱茶（共七
片），最終以 948 萬港元高價成交；一組 26 瓶輕井澤「能系列」為市場罕見的收藏級拍品，以 216 萬港
元高價易手
保利香港 2021 年春拍圓滿落幕，成交總額逾 7 億港元。1 件拍品逾億港元成交，7 件拍品逾千萬港元成交，表現
強勁。電話競投大幅增長 318% 網絡競投增長 52%，直播觀看人人次突破 12 萬 再創新高。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益修先生表示：「今次春拍我們推出精彩而多元的專題，成績令人振奮，多個
部門創下歷史新高。拍賣前我們於不同線上平台推出更多專家導覽與直播，增加與客戶間的互動；拍賣期間，我
們使用多鏡頭機位進行全球實時直播，香港、北京、台北三地連線，來自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客戶於現場、電話及
保利拍賣 APP、微信小程序等網絡平台進行激烈競投。電話競投及線上競投分別大幅增長 318% 和 52%，反映了藏
家對於我們專家團隊選件的強勁信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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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官駱菁雯拍出奈良美智《柏林 巴拉克，1 號室》，以 1 億港元落槌

重點成交拍品
現當代藝術
成交總額：2.67 億港元

現當代藝術專場共 96 件精品上拍，總成交額共 2.67 億港元，全場成交率高達 90% 。
保利香港於 2019 秋拍以 4,012 萬港元拍出奈良美智《然而並非一切（綠屋）》，創下藝術家立體作品成交價
之世界紀錄，今次春拍奈良美智博物館藏級別大型房屋裝置《柏林 巴拉克，1 號室》閃耀全場。此封面作品
從 3,800 萬港元起拍，經過激烈競投，最終以 1.2 億港元成交，刷新藝術家立體作品成交價世界紀錄，並創下
奈良美智個人作品拍賣的第二高價；另一重磅之作趙無極《12.04.60》亦表現亮眼，最終以 6,000 萬港元成
交。
現當代藝術部門主管余箐憫女士表示：「本次拍賣我們在專場的設計上做出了調整，全場只呈獻了不到 100
件的精品，希望讓藏家更加專注於不同風格和時代性的代表作，多元的專題呈現收穫了海內外藏家的熱烈反
響與認可。本場兩件博物館藏級別鉅作——奈良美智大型房屋裝置《柏林 巴拉克，1 號室》和趙無極
《12.04.60》皆取得令人鼓舞的佳績，反映了藏家對於不同類型藝術作品的熱烈需求與強烈信心，也充分體現
了海內外藏家對保利香港的高度信任，以及亞洲藝術市場面臨挑戰時所展現的強勁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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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藝術家立體作品成交價世界紀錄
並創下奈良美智個人作品拍賣的第二高價

Lot 142
奈良美智《柏林 巴拉克，1 號室》
2007 年作 綜合媒材 裝置 263 × 317 × 279 cm.
成交價：HK$ 120,000,000

《柏林 巴拉克，1 號室》內含以下兩件重要代表作：

《温室女孩》

《三姐妹（柏林版）》

2007 年作 壓克力 畫布 146 × 130.5 cm.

2007 年作 壓克力 木板 102.5 × 18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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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61
趙無極《12.04.60》
1960 年作 油彩 畫布 100 × 81 cm.
成交價：HK$ 60,000,000

Lot 146
劉野《為了蒙德里安的黃和藍》

Lot 143
李真《大士》

Lot 148
藤田嗣治《少女半身像》

1995 年作 油彩 壓克力 畫布

1999 年作 銅雕 雕塑

1924 年作 油彩 畫布

45 × 45 cm.

110 × 207 × 250 cm.

65 × 46 cm.

成交價：HK$ 7,440,000

版數：3/6

成交價：HK$ 6,000,000

成交價：HK$ 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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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47
丁衍鏞《仕女；及構圖 I 》

Lot 163
朱德群《深度的共鳴》

1968；1964 年作
油彩 木板（雙面畫）

1987 年作
油彩 畫布

59 × 48.2 cm.
成交價：HK$ 5,400,000

80.6 × 100 cm.
成交價：HK$ 5,400,000

Lot134
余友涵《抽象 1990-10》

Lot118
王音《無題》

Lot132
劉煒《革命家庭系列》

1990 年作
壓克力 纖維板

2009 年作
油彩 畫布

1991 年作
油彩 畫布

83 × 85.4 cm.
成交價：HK$ 4,560,000

220 × 155 cm.

50 × 50 cm.

成交價：HK$ 3,840,000
※ 創下藝術家拍賣紀錄

成交價：HK$ 3,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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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董珍玩
成交總額：2.01 億港元
此次春拍，中國古董珍玩部隆重呈獻四大專場，共斬獲約 2.01 億港元成交總額，共三件拍品逾千萬港元成
交，「懷藏日月：法國杜尚家族藏重要中國藝術珍品（一）」專場成交率高達 82.6%。
中國古董珍玩部高級專家杜紀波先生表示：「承續往年佳績，保利香港中國古董珍玩部四大專場再次取得優
異戰果，今次春拍最為難得的是徵集到一批來自法國巴黎單一藏家的藏品，我們策劃了『懷藏日月：法國杜
尚家族藏重要中國藝術珍品』專場，該批藏品已伴隨藏家超過 40 年，都是鮮見於市場的精品，其中清乾隆
御製鬥彩加粉彩暗八仙福壽紋八方盤口大瓶以 5,520 萬港元高價成交，為保利香港歷來瓷器拍品第二高價。
如此亮眼的成績反映了市場對頂尖拍品的需求以及保利香港專業團隊的嚴謹態度和精準眼光，在未來，我們
會再接再厲，呈獻更多不凡的拍品，以協助藏家建立完整、龐大的收藏體系。」
懷藏日月：法國杜尚家族藏重要中國藝術珍品（一）
該專場共推出 23 件明清古董珍品，其中封面作品清乾隆 御製鬥彩加粉彩暗八仙福壽紋八方盤口大瓶過去一
百年間流傳於法國名藏家手中，1955 年入藏法國巴黎著名古董商米歇爾．杜尚（Michel Duchange）的家族收
藏。本品題材為暗八仙紋，寄語長壽，極有可能為乾隆帝或太后某年壽誕而作。乾隆年間燒製的鬥彩瓷器多
為盤、碗、罐等小件，花瓶等立件品類本來就不多，以八方瓶作器形者則更稀有。該拍品最終以 5,520 萬港
元成交，拔得全場頭籌。

Lot 3308
清乾隆 御製鬥彩加粉彩暗八仙福壽紋八方盤口大瓶

Lot 3307
清乾隆 洋彩花蝶開光丹鳳朝陽山水庭廓圖折沿洗

H 43.8 cm
成交價：HK$ 55,200,000

D 39 cm
成交價：HK$ 5,040,000
*逾低估價 5 倍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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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321
明宣德 御製銅鎏金麒麟一對

Lot 3302
清雍正 涅白料畫琺瑯繩紋開光夔龍紋小水丞

H 18 cm H 18.6 cm
成交價：HK$ 3,360,000

D 3.6 cm H 2 cm
成交價：HK$ 3,120,000

華瓷御彩：重要清代御窯瓷器甄選專場
依據近年市場變化，我們亦適時推出「華瓷御彩：重要清代御窯瓷器甄選」專場，本專場呈現 18 件清代瓷
器，其中封面作品清乾隆青花「穿花游龍」圖長頸膽瓶流傳有序、紋飾濃麗，五龍遊戲纏枝卷花間，極為珍
稀，以 4,560 萬港元成交，榮膺本場之最。

Lot 3215
清乾隆 青花「穿花游龍」圖長頸膽瓶

Lot 3211
清雍正 青花荔枝紋如意耳抱月瓶

H 46 cm
成交價：HK$ 45,600,000

H 26.5 cm
成交價：HK$ 10,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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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210
清雍正 黃地青花纏枝花卉紋三羊開泰尊

Lot 3220
清乾隆 窯變釉膽瓶

H 32.5 cm
成交價：HK$ 7,200,000

H 46 cm
成交價：HK$ 3,840,000

逸趣芸窗：文人陳設及佛教藝術專場

Lot 3406
清嘉慶 碧玉雲龍鈕
「筆硯精良」、「人生一樂」印璽
H 6 cm
成交價：HK$ 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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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董珍玩專場

Lot 3013
明萬曆 綠地黃彩刻花八吉祥開光海水江崖龍紋罐

Lot 3089
南宋 吉州窯滿天星紋梅瓶

H 17.2 cm
成交價：HK$ 4,200,000

H 20.3 cm
成交價：HK$ 1,200,000
※ 逾低估價 8 倍成交

中國書畫
成交總額：4,384 萬港元
中國書畫部自成立以來穩步發展，致力於為藏家蒐羅古代書畫，近現代書畫與當代水墨領域藝術大師的稀世
鉅作，以滿足廣大藏家對至臻藏品的愛惜之心。此次春拍拍品涵蓋豐富多樣藝術主題與形式，三大版塊共錄
得 4,384 萬港元成交總額，全場氣氛熱烈，獲得來自現場、電話及網絡買家的激烈競投，成交率達 82%，創
下中國書畫部歷年新高。
中國書畫部專家程遠楓先生表示：「今次春拍中國書畫部從全球多種渠道精心徵集，為藏家嚴選涵蓋古代、
近現代及當代富含人文精神的重要佳構。全場成交率高達 82%，創下歷史新高。在當前環境下，書畫部還能
取得如此滿意的成績，表現了藏家們對我們的認可和信心，也印證了保利香港選件質量上的用心。在此感謝
各方藏家的鼎力支持，在未來，願攜手共進，為大家呈現更多精彩專題。」
近現代書畫
近現代板塊將由千祥雲集的齊白石，張大千繪畫作品領銜。封面作品〈柳牛圖〉以 320 萬港元起拍，最終以
660 萬港元成交。一批經楚戈先生及陳可忠先生甄選的台灣名家書畫作品，首次呈現於拍場，兩個專題作品
悉數成交，喜獲白手套佳績。其中胡適 楷書〈理未易察〉以 6 萬港元起拍，經過超過 30 次競價，最終以 96
萬港元成交，為低估價 16 倍。另一無底價拍品江兆申行書七言聯以 2000 港元起拍，在激烈競投後，以 18 萬
港元成交，為起拍價 9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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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53
齊白石〈柳牛圖〉
一九三七年作
設色紙本 立軸 137×34.5cm.
成交價：HK$ 6,600,000

Lot 430
張大千 芭蕉修竹 一九六六年作
設色之本 立軸 186×64cm.
成交價：HK$ 1,440,000

Lot 371
胡適 楷書「理未易察」
一九六〇年作
水墨紙本 鏡心
52.5×85.5cm.
成交價：HK$ 960,000
※ 陳可忠先生珍藏書法專題
※ 為低估價 16 倍

Lot 375
江兆申 行書七言聯
一九七三年作
水墨紙本
立軸
131×34cm.
成交價：HK$ 180,000
※ 故情——楚戈先生書畫專題
※ 為起拍價 9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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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水墨
當代水墨版塊今次推出「蛻故孳新——現當代水墨的變革與守望」專場，由香港重要藏家 — 王良福先生珍
藏。王良福的中國書畫收藏以吳冠中，林風眠等為主，林風眠寓居香港時期創作的絕大部分精品均被其收入
囊中。今次由其珍藏的吳冠中〈寫生山水〉和林風眠〈秋林〉皆拍出亮眼成績，分別以 180 萬及 120 萬港元
成交。

Lot 479
吳冠中 〈寫生山水〉
設色紙本 鏡心 69×70 cm.
來源：王良福先生珍藏中國書畫
成交價：HK$ 1,800,000

Lot 478
林風眠 〈秋林〉
設色紙本 鏡心 67×68.5 cm.
來源：王良福先生珍藏中國書畫
成交價：HK$ 1,200,000

古代書畫
古代書畫版塊，備受矚目的康熙帝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現場競拍激烈。從 180 萬港元起拍一路飆升
到 365 萬港元落槌，最終成交價為 438 萬港元。這件是拍賣市場上，首次出現康熙心經中鈐蓋有其印章的作
品。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治武功。這件作於康熙五十二年，其六十歲作品。也代表他最高水準。紅金扇面
專題成績斐然，多件作品超過高估價成交，其中王鐸行草贈二弟〈唐太宗帖〉以 108 萬港元成交。

Lot 369
康熙帝 楷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水墨羅紋箋 立軸 28 × 26 cm. × 6
成交價：HK$ 4,380,000

Lot 314
王鐸 行草贈二弟〈唐太宗帖〉
水墨金箋 扇面 17.5 × 52.5 cm.
成交價：HK$ 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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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部
成交總額：1.46 億港元
保利香港及北京保利 2021 聯合春季拍賣，「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兩大專場於今天圓滿收槌，共斬獲逾
1.46 億港元成交總額，共 3 件拍品逾千萬成交。今次璀璨珠寶專場矚目之作緬甸天然翡翠手鐲以 3,600 萬高
價成交，為保利香港歷來翡翠手鐲拍品第二高價。
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部門主管施思女士表示：「本季拍賣在疫情持續和封關的情況下，仍然取得比預期理想
的拍賣結果。精品及收藏級別的珠寶成績遠遠超出了大家的預期，其中包括本場的珠寶封面滿綠翡翠手鐲和
8.07 克拉緬甸鴿血紅紅寶石，分別以 3,600 萬及 3,120 萬成交，體現了藏家對收藏級別的珠寶的強大的信心。
隨著天然資源的稀缺，精品的出產更是可遇不可求，這次的買家極具前瞻性。我們依然對頂級珠寶市場的前
景也充滿信心，等疫情穩定後，相信能創造更高的拍賣紀錄。」

Lot 2136
盛世玲瓏 緬甸天然翡翠手鐲
附香港玉石鑑定中心證書
成交價：HK$ 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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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137
頂級 8.07 克拉緬甸抹谷「鴿血紅」
紅寶石配鑽石戒指，未經加熱

Lot 2101
海瑞溫斯頓設計 24.01 及 22.92 克拉緬甸「皇家藍」
藍寶石配鑽石耳環，未經加熱

成交價：HK$ 31,200,000

成交價：HK$ 9,000,000

Lot 2012
卡地亞設計 藍寶石，鑽石配祖母綠及黑瑪瑙

LOT 2025
1.09 克拉艷彩紫粉色鑽石
配鑽石戒指
成交價：HK$ 3,360,000

「AZURIN」美洲豹項鏈
成交價：HK$ 4,800,000

名貴鐘錶專場於今次春拍繼續呈現一系列罕見瑰麗的頂級時計，最引人矚目的「錶王之王」百達翡麗 6002G
是現時世界上極為複雜的機械腕錶之一，以 2,400 萬港元起拍，獲得強烈反響，最終以 3,180 萬港元成交，冠
絕全場，為保利香港歷來鐘錶拍品最高價。
鐘錶專家吳嘉韻表示：「本季名貴鐘錶專場, 在眾多不穩定因素下，承蒙名大藏家支持，最終獲得比預期中好
的成績。本場封面作品百達翡麗 ref.6002 以港元 3,180 萬成交，而封底作品 Richard Mille RM11-03 以港元 420
萬成交，成績令人鼓舞。另外一些獨特鐘錶收藏及勞力士腕錶，也受到一眾藏家熱烈追捧，反映出藏家們對
稀有珍藏鐘錶的熱烈追求及對市場後勁深具信心。保利香港期望將來繼續為大家搜攞更多頂級鐘錶，與大家
再次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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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351 百達翡麗
卓爾不凡、瑰麗罕有，白金雙錶盤天文機械腕錶，備琺瑯及手工雕飾工藝，及十二項複雜功能，「超級複雜
功能時計」，型號 6002G，年份約 2019，附原廠證書、調校針、白金手工雕刻袖扣一對及錶盒，單封狀態
成交價：HK$ 31,800,000

Lot 2235
里查德米爾
精美吸引，白金鑲鑽石酒桶形鏤空自動飛返計時碼
錶，備小秒針、日期及月份顯示，「RM11-03」，
型號 MON-01656，年份約 2020，附原廠證書及錶
盒
成交價：HK$ 4,200,000

Lot 2350
百達翡麗
非常精美罕見，限量版白金世界時間自動腕錶，備
月相顯示，為慶祝品牌 175 週年而製，「複雜功能
時計」，型號 5575G-001，限量生產 1300 枚，年份
約 2015，附原廠證書及錶盒，雙封狀態
成交價：HK$ 1,044,000

尚品手袋及潮玩
成交總額：1,659 萬港元
尚品手袋及潮玩專場於本次春拍呈獻逾 160 件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罕臻品手袋及藝術潮玩。多件拍品獲得積極
競投，現場氣氛熱烈，領銜拍品包括「包中之王」的 25 及 28 公分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柏金及凱莉手袋分別
以 180 萬港元 及 192 萬港元高價成交。限量版霧面深棕色短吻鱷魚皮 20 公分外縫 Faubourg Birkin 房子包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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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稀有的亮面翡翠綠色 Porosus 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 引起藏家線上線下及電話熱烈競投，最終分別以 156
萬港元及 78 萬港元高價成交。
手袋專家趙晶晶女士表示：「在疫情影響下，藏家對於精品手袋的競投熱度依然不減，充分體現了稀有皮
種及限量版手袋的極高市場收藏價值。在未來，我們將一如既往，繼續為廣大藏家帶來款式多元、瑰麗
多彩及珍罕難求的精選拍品。」
(左) Lot 2720
愛馬仕 2020
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附銀色金屬配件
尺寸 L.25 × H.19 × D.13 cm，品相報告 1 級
成交價：HK$ 1,800,000
(右) Lot 2721
愛馬仕 2020
罕見霧面白色喜馬拉雅尼羅鱷魚皮 28 公分內縫凱莉包附銀色金屬配件
成交價：HK$ 1,920,000

Lot 2699
愛馬仕 2020
限量版霧面深棕色短吻鱷魚
皮、SOMBRERO 小牛皮、金色
MADAME、橙色 SWIFT 及奶昔
白色 EPSOM 牛皮 20 公分外縫
FAUBOURG BIRKIN 包附銀色
金屬配件
尺寸 L.20 × H.15.5 × D.11 cm，
品相報告 1 級
成交價：HK$1,560,000

Lot 2707
愛馬仕 2019
亮面翡翠綠色 Porosus 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附金色金屬配件
尺寸 L.25 × H.18 × D.10 cm，品相
報告 1 級
成交價：HK$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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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716
愛馬仕 2016
霧面香草色短吻鱷魚皮 25 公分柏金包
附金色金屬配件
尺寸：L.25 × H.18 × D.10 cm，品相報
告1級
成交價：HK$744,000

珍茗佳釀部
成交總額：3,195 萬港元
「歲月留香—— 珍稀陳年普洱茶專場」精選了從古董茶到千禧新茶的珍品，其中經百年干倉細心保存的一九
二○年代 雙獅同慶號青餅普洱茶（共七片）來源清晰，品相絕佳，最終以 948 萬港元高價成交，榮膺本場之
最。「中西名酒珍釀專場」，一組 26 瓶輕井澤「能系列」為市場罕見的收藏級拍品，以 216 萬港元高價拔得
全場頭籌。
珍茗佳釀部主管桂湘先生表示：「本場拍賣在疫情封關的情況下，表現合乎預期。茶葉方面，封面作品一九
二○年代 雙獅同慶號青餅普洱茶（共七片）以 948 萬港元高價易手，我們很開心為這件難得一遇的佳品覓得
新主，也恭喜成功競拍的幸運買家，讓雙獅同慶的傳說得以延續。香港重要藏家舊藏——老白茶及新會陳皮
專題延續往季佳績，今次首次推出的台灣茶莊王德傳專題亦表現亮眼，二○○六年至二○一五年 十年磨一劍，
王德傳 臨滄春蕊以 54 萬港元成交，為低估價 3 倍。在此感謝廣大藏家對保利香港的支持，珍茗佳釀部將繼
續為大家尋覓更多歷經歲月洗禮並具有投資價值的茶葉、陳皮及中西佳釀精品。」

Lot 1253
一九二○年代 雙獅同慶號青餅普洱茶
數量：原筒七片 重量：約 2,183 克
工序：生茶 倉儲：乾倉
成交價：HK$ 9,480,000

Lot 1242
一九八七年 厚紙 7542 青餅普洱茶 1 原筒共 7 片
數量：1 原筒共 7 片 總重量：約 2422 克
工序：生茶 狀態：純乾倉、原包
成交價：HK$ 1,320,000

Lot 1278
二○○六年至二○一五年 十年磨一劍，王德傳 臨滄春
蕊
數量：各年份一筒加一餅 （ 共 10 筒加 10 片）
重量：約 28,560g 工序：生茶 倉儲：乾倉
成交價：HK$ 540,000
*為低估價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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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336
一九五○年代至二○○○年 新會陳皮一條龍
狀態：果皮完整乾淨
來源：香港重要藏家
成交價：HK$ 216,000

Lot 1083
一組 26 瓶輕井澤能系列威士忌
單一麥芽雪莉桶
700ml 26 瓶
成交價：HK$ 2,160,000

高清圖片：
Googl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an9FgYi_cMuVOmuCyvz14uhXa6tcPut?usp=sharing
Baidu: https://pan.baidu.com/s/168UPQuMGEbJh0gVoQoOJMg （提取碼：deac）
傳媒查詢：
Fatima Lam | flam@polyauction.com.hk | +852 2303 9891
Jessica Chen | jchen@polyauction.com.hk | +852 2303 9892
有關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於 2012 年由保利文化集團成立，致力成為香港最具活力的拍賣行之一。保利文化集團
旗下的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控股拍賣公司，亦是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成交額最
高的拍賣企業。保利文化集團於 2014 年 3 月 6 日正式於香港上市（保利文化，03636.HK）。
近年來保利香港屢創佳績，表現持續穩健。2020 年，保利香港取得了全年總成額逾 18 億港元，總成交率達
88%，並拍出 2 件億元級拍品、25 件千萬級拍品保利香港設有現當代藝術、中國書畫、中國古董珍玩、璀璨
珠寶及名貴鐘錶、尚品手袋及潮品、珍茗佳釀六大部門。各部門設有專業團隊，並提供拍賣、私人洽購、免
費估值諮詢等服務，致力為廣大藏家摯友提供卓越而專業的服務。
保利香港致力為海內外藏家提供卓越的專業諮詢、精美絕倫的藝術精品和顧客至上的優質服務，現於全球各
地設有辦事處，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澳門、廈門、山東、台灣、日本、紐約。展望未來，我們的專家團
隊將繼續努力，與您共同促進文化收藏的發展，期待為您帶來更加精彩的藝術呈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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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
官方網站：

www.polyauction.com.hk

Facebook：

保利香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Instagram：

polyauctionhk

微信公眾帳號：

polyauction-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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