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热点聚焦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5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珠
宝
拍
场
重
大
变
化
：﹃
无
底
价
﹄拍
风
行
﹃
中
国
设
计
﹄成
亮
点

不管是从佳士得、苏富

比在2018年1月间公布的

2017全年珠宝拍卖成交数

据为5.567亿美元、5.513亿

美元，以及创造的10多项世

界纪录，还是由中国内地从

11月底开始至12月底结束

的2017年秋季拍卖会中，北

京匡时、北京保利、中贸圣

佳、中国嘉德、西泠印社等

先后落槌的“珠宝与翡翠”

板块，环比春拍乃至以往战

绩，不仅拍品总量、门类和

总成交额有所增加，而且诸

多品类的成交率也在提升，

更有拍卖行开展诸多尝试

如首设新品专场、新专题

……种种迹象不仅让2017

年的珠宝翡翠拍卖历经辉

煌一年，更让它在2018年的

表现值得期待。

“无底价”拍卖正风行
2017年12月4日，中国

内地2017年秋季拍卖会中

的首场珠宝翡翠拍卖由北

京匡时槌响。在名为“瑰丽

珠宝尚品及西洋珍品”的专

场，北京匡时共上拍158件

珠宝翡翠，最终成交65件，

成交率为41.13%，实现成交

总额3637.22万元。

2017年12月18日，北

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会“瑰

丽珠宝与翡翠”专场落槌。

此专场共有244件拍品上

拍 ，最 终 实 现 成 交 额

6484.85万元，成交率为

54.92%。而于2017年6月6

日落槌的北京保利春拍“瑰

丽珠宝”专场，战绩为196件

拍 品 最 终 实 现 成 交 额

4825.86万元，成交率为

64.8%。其中，北京保利分

别在两专场推出数量诱人

的无底价拍品，均实现

100%成交，如春季是60件

无底价珠宝共实现总成交

额182.0405万元，秋季是92

件无底价珠宝共实现总成

交额244.72万元。

2017年12月21日，嘉

德举槌其2017年秋拍会“瑰

丽珠宝与翡翠”专场。最

终，该专场共推出的175件

拍品成交74件，实现成交率

40%，总成交额4283.06万

元。其中，共40件无底价拍

品最终成交38件，共实现总

成交额89.585万元。但中

国嘉德在其2017年的春季

拍卖会期间，并未开设珠宝

与翡翠专场，也未推出无底

价拍品。

不难发现，拍卖场是收

藏级珠宝翡翠的殿堂，这一

固有印象逐渐在被风头愈

劲的“无底价”拍卖所打

破。虽然无底价珠宝拍卖

早在四五年前就已亮相拍

场，但以往只是营销炒作手

段，并未在珠宝翡翠板块展

现其应有的实力。

翡翠“冷”粉钻“热”
由于市场发展得逐渐

趋好，西泠印社自2017年春

拍也开始涉足珠宝翡翠拍

卖。于2017年7月16日落

槌的“西泠印社首届璀璨珠

宝与翡翠首饰专场”，共113

件拍品实现了76.11%的成

交率和2327.37万元的总成

交额；12月24日的“东方瑞

丽�珠宝与翡翠专场”，共计
122件拍品，最终实现成交

总额5480.9万元，成交率达

71.31%。

如北京匡时在2017年

的“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

和“瑰丽珠宝尚品及西洋珍

品”专场，翡翠类拍品的占

比分别为逾16%和近30%，

且成交率远低于专场整体

水平较低。而北京保利在

2017年的“瑰丽珠宝”和“瑰

丽珠宝与翡翠”专场中，翡

翠类拍品的占比分别为逾

20%和近30%。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中

贸圣佳和中国嘉德等的

2017年拍场，如中贸圣佳的

“瑰丽——珠宝专场”和“现

当代艺术�瑰丽�醇品”专
场，前者共计41件拍品中仅

有一件翡翠戒指且未成交，

后者的翡翠类拍品占比也

不到 1/3。中国嘉德 2017

“瑰丽珠宝与翡翠”专场中

的翡翠类拍品占比刚过

20%，成交率同样不尽如人

意。

与翡翠在国内拍场的

弱势截然相反，西洋珠宝每

每风光无限，这从每场成交

价格位居前三的拍品便能

窥见一二。其中，以粉钻为

代表的彩色钻石类在2017

年最为引人注目，其次便是

祖母绿，再次是红蓝宝石。

2017年的彩钻市场有

两大特点：第一，巨型的、重

要的货品出现，而且是不同

的东西出现3次均破世界的

拍卖纪录；第二，非顶级品，

即顶级以下的市场非常火

爆，价格涨得非常快，由小

众带动大众、最稀缺的带动

一般稀缺的，致使市场价格

每月都有变化。所以，粉钻

包括蓝钻、黄钻便成为2017

年市场最为关注的品类。

的确，由于频现天价，

粉钻强劲势头甚至盖过传

统红蓝宝石和祖母绿。在

2017年11月28日收槌的佳

士得香港“瑰丽珠宝及翡翠

首 饰 ”专 场 中 ，被 誉 为

“THEPINKPROMISE”的

14.93克拉鲜彩粉红色钻石

戒指，以2.4985亿港元成

交。佳士得亚洲区副主席

暨珠宝部总监石丽华称：

“THEPINKPROMISE”以

每克拉215万美元，与佳士

得香港于2009年创下的粉

钻每克拉世界拍卖纪录看

齐。该美钻比前项纪录粉

钻更大3倍，反映市场更趋

成熟、买家需求越趋炽热。

“中国设计”成新亮点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5

家拍卖公司在2017年开设

珠宝翡翠类或包含此类拍

品的专场逾70个。由此不

难想象市场竞争的激烈；但

这也促使看好珠宝翡翠拍

卖的各家拍卖公司在2017

年或开辟新领域或寻找新

亮点，以期脱颖而出，留住

买家。

2017年12月17日，北

京保利“天纵晶华——首场

臻美矿晶艺术”落槌，共61

件拍品最终实现总成交额

321.425万 元 和 成 交 率

62.3%的佳绩；其中，142.05

克拉祖母绿以39.675万元

成交、紫锂辉石以28.75万

元成交、528克自然金以

26.45万元成交，位居专场

成交价前三甲，这使北京保

利成为珠宝翡翠板块最成

功的新品开拓者。

而一直提倡“艺术融入

生活”藏玩理念的西泠印社

在2017秋拍则引入裸石和

设计师作品两个特殊板

块。据西泠印社珠宝专场

负责人蔡莉介绍：“如今的

珠宝拍卖市场已逐渐抛开

按部就班的套用式设计，而

迈入高级定制的阶段。‘定

制’‘私享’等概念已经与珠

宝结合并登陆拍场，这无疑

增强了珠宝门类的市场关

注度与活跃度。”

地域性差异愈加明显
“宝石是地球的，珠宝

是世界的。”王婷说，“作为

财产配置的典型项目和财

产的最佳浓缩体，珠宝翡翠

一直是深入人心的，随着国

内富裕人群的不断增多和

个人财产的不断增加，未来

的市场肯定会愈加繁荣热

闹。作为投资，凡是国人关

注的珠宝翡翠项目，市场肯

定火爆，而且随着被关注

度、流传性越来越广、越来

越快和深入，未来的中高端

市场会飞速发展。”

所以买家首先要有正

确的认识，而拍卖行的责任

之一便是尽量打消珠宝消

费和收藏的误区。具体到

某一珠宝品类，如祖母绿，

未来的市场会很大很广，但

顶级东西不多、消费层级东

西很多；所以要找到合适的

入手价格，就非常有必要。

再比如翡翠，近两三年的市

场调整虽然挤掉了之前形

成的一些市场泡沫，但它依

然面临很多突出的问题。

如在香港，彩色钻石和

顶级翡翠占比相当；而在内

地，尤以北京为代表，彩色

宝石和钻石的拍品占比会

较高，西洋古董、矿物晶体

和腕表的占比也会较大；在

上海，品牌珠宝会比较受欢

迎……“这是大家往往都没

有想到的一种拍场状态，毕

竟内地各城市之间及内地

与香港之间，在消费和收藏

珠宝方面的认知度、经验

值、成熟性还存在一定区

别。由于地域不同，拍品的

构成和策略自然有调整和

倾向，也是引导大家更理性

地在更多选择中找到心仪

的珠宝。

如果要问如何正确区

分市场，那主要是看大家的

消费目的。购藏珠宝的前

提是美丽的，然后拍卖有两

种追求，一种是捡漏，追逐

的是性价比；一种是投资，

追逐的是稀缺性，就看在自

己有能力的支配范围之内，

如何各取所需和平衡利益

了，但要谨记一个原则：买

十件不如买一件。未来内

地的珠宝市场成长会非常

快，这便会给拍卖带来一个

绝大的市场空间，这是国际

拍场都看好的。

千禧一代成为拍卖市
场新生力量

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参

与珠宝钟表拍卖的一股新

势力，LaurenceNicolas说：

“珠宝和钟表的拍卖业务吸

引了很多年轻客户参与，特

别是通过互联网渠道来进

行参与。年轻人们也成为

了苏富比社交媒体账号粉

丝的主题，我们目前已经拥

有了超过100万粉丝。‘千禧

一代’在我们的拍卖会上十

分活跃，他们会通过多种渠

道获取信息和新的体验。”

45.94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
母绿配钻石戒指，嘉德2017秋
拍会拍品，流拍

澳大利亚528克自然金，北京保利十二周年
秋拍会获价26.45万元

哥伦比亚木佐矿祖母绿晶体142.05克拉，
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会获价39.68万元

缅甸天然翡翠老坑帝
王绿“观音”吊坠，西泠印社
2017秋拍获价2438万元

天然翡翠配钻石
项链，嘉德2017秋拍
会获价16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