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1
周春芽 (b.1955) 绿狗
2002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50×120cm
签名：2002 周春芽
来源：亚洲私人藏家
RMB: 1,8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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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芽在描述绿狗时曾说：“绿狗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绿色是宁静的、浪漫的、抒情的，包含了爆发前
的宁静的意境。”绿狗系列来源于周春芽养的一条狼狗“黑根”。为什么将狗化成绿色完全是艺术家内心的
一种感受，就是一瞬间的突发奇想周春芽就想要使用绿色去画狗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于是有了
风靡当代艺术界的《绿狗》系列。这样的狗狗不仅拥有挑衅自然的鲜绿色彩，还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姿势，
他们巧妙的暗示了现代人的孤独之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将大胆离奇的艺术想象赋予了这条绿
色的狗。此件即将上拍的《绿狗》是周春芽 2002 年完成的转型后的绿狗系列的第一张，此前我们看到的更多
绿狗是明艳的绿色的狗和鲜红的舌头形成色彩上的对比，狂野、坚毅却又略带狰狞之感，不得不说周春芽的
根基是东方的，形式中狂野自由与理性秩序并存，而从这条绿狗之上我们能读到更多的是东方韵味的宁静之
美，这时艺术家对于绿狗的笔触描绘从奔放凛冽过渡到古典和谐，这只狗半坐卧着头望向一侧。露出桃红色
的舌头和奶白的犬齿，像是是盼望等待着主人的爱抚又像是艺术家想要留下记忆中“黑根”最永恒经典的样子，
毕竟那是一只曾经陪伴过自己漫长岁月的爱犬，又或许这只宁静的狗能更好诠释那时爱情最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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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
罗中立 (b.1948) 欧洲写生

6004
申胜秋 (b.1949) 黑沙发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40×49cm
展览：2005 年“罗中立个展：行走之间”，北京山艺术空间。
出版：《山艺术选集－罗中立－彩笔下的游记》, 四川美术出
版社，2006 年出版。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65×80cm
展览：2006 年“申胜秋油画个展”，山艺术基金会主办，中
国美术馆。
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申胜秋油画集》，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RMB: 220,000-260,000
1995 年罗中立趁着到比利时展览之便，旅行了大半个欧洲，
当然也带回了相当数量的“欧洲见闻录”。随着他的目光，我
们似乎也来到了欧洲，进入了古老的修道院中，看见了罗马的
兴败，荷兰的风车景致与威尼斯的水上风情，也亲身经历了一
场西班牙的斗牛 ......
罗中立的“写生作品”是他在行程紧凑的旅途中，“身到、眼到、
手到”不假思索的信手拈来之作，因此笔调十分即兴，而与他
的“构图”作品大异其趣。但仔细品味之下，“旅行中的罗中立”
与“画室中的罗中立”虽然外貌不同，骨子里应该仍是同一个人。
这些“写生”作品在即兴中，仍然散发出一份朴拙凝练的力道，
一如隐隐约约深藏在他的“构图”作品中的所表露的特有质地
一般。

6003
丁雄泉 (1920-2010) 无题
炭笔和水墨 镜心
尺寸：69×99cm
RMB: 180,000-200,000
丁雄泉 （1928-2010）著名的华裔绘画大师。 出生于无锡商
人之家，40 年代到香港，1952 年定居巴黎，1957 年移居美国，
1970 年获得古根海姆奖。丁雄泉一生热爱女体，研究女体，自
封“采花大盗”，一生都住在生机勃勃的伊甸园中。他为画裸
女甚至住进了妓院，而他也是唯一承认自己喜欢嫖妓的华裔艺
术家。丁雄泉是一位人格与作品浑然一体的艺术家，此种境界
在艺术界真是寥若星辰。作品典藏于许多世界级的美术馆与基
金会，包括旧金山现代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底特律艺术中心、匹兹堡卡内基学院、
伦敦泰德画廊、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美
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以及上海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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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30,000-50,000
 胜秋是一位善于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和捕捉美的艺术家，他以
申
自己特有的细腻情感、悉心的观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可爱
的生活画卷，并通过画面的物象、生动的色彩和笔触，传达自
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申胜秋在艺术创作上专注投入、不趋时
尚，注重表达个人真实的感受和人物的内在生命力。他以自己
特有的细腻情感，悉心的观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可爱的自
然与生活画卷。此幅作品作者在古典主义绘画基础上，吸收印
象主义的外光表现技法，捕捉瞬息万变的光影和人物丰富微妙
的感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采用质朴坚实的绘画风格，塑
造凝练厚重的造型，在追求份量感的同时，也表达东方的含蓄
淡泊。他描绘的人体造型结实、力度强、富于韵律感。

6005
申胜秋 (b.1949) 新桥早春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50×72cm
出版：《中国当代名家·申胜秋油画集》，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展览：2006 年“申胜秋油画个展”，山艺术基金会主办，中国
美术馆。
RMB: 30,000-50,000
 胜秋（b1949-）生于沈阳。1973 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美
申
术系，1980 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干部进修班，1986 年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修班，1996 年毕业于该院教师研究生班。
后任该院副教授、徐悲鸿画室客座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主要展览：1977 年建军 50 周年全国美展，1983 年第六届全
国美展，1985 年中国首届油画展，1988 年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0 年’91 中国油画年展，1992 年申胜秋 - 鹿乡梦 - 鄂温克
风景风情油画展，1993 年第八届全国美展，2001 年申胜秋——
巴黎油画风景写生展（法国）等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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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7
裴庄欣 (b.1956） 安多女孩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20×120cm
RMB: 110,000-150,000
裴庄欣把对西藏的人文、地理、宗教和文化艺
术的研究与热爱都融合在了作品中，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其作品《草原上的锅庄》、《朝佛》
等广受关注。所创作的油画曾多次入选全国美
展，作品大量发表，并获机构与个人收藏。裴
庄欣的作品横跨多种艺术风格，充满对西藏的
眷恋与对自我的不断超越，是西藏现当代艺术
史中的标志性人物。
“对我来说，西藏不是创作的素材，那是我全
部的青春经历，人生唯一拥有的独特价值与记
忆。那一份感情和认同，既不是回归也不是重
拾，而是终生为之奉献的精神所在。虽然现在
我不能每天住在西藏，但我卻將心中的西藏帶
到了我生活的每個地方。曾經的得失，均來自
那個缺氧的高原，將要交還給它的是我全部的
藝術人生。”                                 ——裴庄欣

图1

图 1：“殿堂” 2009 年中国美术馆
图 2：草原上的锅庄舞   2009 年中国美术馆
图2

6006
闫平 (b.1956） 三亚湾海风

6008
李尤松 (b.1968) 有柜子的静物

2006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40×65cm
签名：尤松
出版：《对过去的想象 - 李尤松作品集》，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初版。

布面油画
尺寸：50×60cm
RMB: 100,000-150,000
“每一幅画都是琐碎生活的影子，是我的日记。日记里写着我的秘密，
我用自己的色彩符号方式叙述着我的快乐和悲伤。春去秋来、聚散离合
以及生活中许多细小的变化都让我感怀，我害怕岁月的流失害怕老去的
孤单寂寞。每一个落日黄昏，看着屋内弥漫着柔和的光，那暖暖的气息
使紧张疲惫的心松弛了，让我品味到了生命的价值，我感到了一种活着
的感动。实际上每个人的创作和生活是特别有联系的，作为一个画家来
说，永远是要把生活中的所见所想变成画，也就是你的心变成你的手，
画家终其一生都要背负这个任务。”                                           —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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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240,000-260,000
 尤 松，1968 年 生 于 沈 阳，1988 年 入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壁 画 系 本 科，
李
1994 年获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印刷学院教师。
1994 年至今，多次参加各种学术性展览，其作品秉承西方文艺复兴油
画传统，以扎实的基本功技法、独特的思想性和精神审美趣味，在绘画
界获得广泛好评，并为许多画家、艺术专业人士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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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罗荃木 (b.1965) 无题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65×80cm
RMB: 60,000-80,000
假山石系列可以视为一种切入现实的欲望所
导致的一场朝向历史的迂回。这个物象无疑
包含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在它的抽象感之中
更具有亲切感和人性意味，而它有别于标本
的特点，还在于它的外置，尽管假山石总是
被安放在古老的园林和庭院之中，与真正的
外部现实仍然保持着一墙之隔，但是，它已
然脱离了标本陈列式的密室氛围，在岁月和
自然的侵蚀与作用之下，自身不断地产生出
微妙的变化。罗荃木以一种“枯笔皴擦”的
笔法对其进行了描绘，展示出一种幽玄、枯
寂之美，而画面上时而会出现的、仿佛始终
在淌滴的渍痕，不仅仅是在导致“枯中带润”
的语言效果，更于古意之中增添了一种微妙
的悸动感，从而传达出一种更为神经质的现
代感性，假山石这种“山水的标本”因而如
同他笔下的动物标本一样，隐然带有了“生
意”。
                                ——朱朱《时空的切片》

6011
罗荃木 (b.1965) 裁缝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60×70cm
展览：2011 年“生产者——罗荃木个展”
北京今日美术馆。

6009
罗荃木 (b.1965) 仪表车间

RMB: 60,000-80,000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75×150cm
展览：2011 年“生产者——罗荃木个展”北京今日美术馆。

我一直强调的是“画面”这个物质本身的那
种质感，它首先应该就是一个平面，但是这
个想法变成了一种约束，这个时候我就放弃
了。现在我在画面里加了空间，甚至立体，
这就是描绘对象的需要，但它最后还在我要
的那个质地里面……过于强调某一点，也会
失去表达的自由性，而它才是绘画中最重要
的东西。
——罗荃木

RMB: 200,000-250,000
穿过狭窄的青砖巷道，两侧都是老房子，很安静，突然间，一个轰隆隆的工厂就
在面前了，发出金属与油混杂的气味儿，让你感觉到异样和陌生，你会觉得它和
未来有关，是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所有的人在里面立刻成为秩序的本身，穿上
特制的衣服、戴上特制的帽子、缄默着开始劳作……事实上，透过工厂，我要传
达的是关于时间和空间、自由和限制、想象和真实，它们像是一个完整的壳，把
我们包围，构成了一个世界的缩影。
——罗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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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3
黄宇兴 (b.1975) 山重水复
2002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80×110cm
签名：HUANG Yuxing 2002
RMB: 90,000-120,000
 宇兴，1975 年出生于北京，
黄
2000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
画系。
2003 年“奇遇—黄宇兴油画个
展”，北京。
2008 年“改变中的生命史—黄
宇兴个展”，上海。
2015 年“冲积”，上海民生现
代美术馆。
此件黄宇兴的早期作品基于自
然抽象形态的再创造，其作品
表达在艺术家自身东方的经验
背景之下更多来于自私人化的
生活感受和对生命与时间的思
索。

6014
陈文波 (b.1969) 好运 A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40×100cm
展览：新国际：“另一个世界
是可能的”，三亚，中国，
2016。
RMB: 200,000-240,000

6012
王亚彬 (b.1974) 鸟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00×120cm
展览：“我就是风光”王亚彬个
展，中画廊，柏林，德国，201
2。                               出版：
《我就是风光》王亚彬，中画
廊，柏林，德国，第23页。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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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彬用轻盈的方式刻画眩目的风景，以及在灿烂如斯的美丽中穿行而过的一切。画的灵感来自很久以前的
中国所留下的遗产。他的绘画常以一种色彩为主，类似底片的反色效果，提炼出令人感怀的视觉，寄托属于
我们的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如果马歇尔 . 普鲁斯特在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成为王亚彬的知交，并且被
他梦般的风景所启发。那些风景是一切的见证，超脱时间之外，孑然而立。今天，王亚彬对油画媒介敏感而
细腻的掌控，让他有能力赋予风景同样的尊严，就像古典水墨和汉代雕塑所做的那样。传统的中国色彩体系
更加接近自然。王亚彬用同样的精神建立起自己的色彩体系。他为单一色彩注入丰富的层次，让人想起古
代陶器那种具有时间感的色泽，唤起怀旧和忧郁的情感。他的作品让人想起一句拉丁箴言：“人皆为将死
（Mementomori）”；同时，又与属于他的土地的，辗转流长的文化建立起深刻的精神联系。王亚彬用属于
一名艺术家的客观性，传递着深沈和优雅的直率。他的绘画对我们的感知提出了疑问：甚么才是真实的，却
又不提供简单的答案。“时间旅行者”这个头衔也许适合这位画家。他吸收自己周围的一切，并用绘画展现
这种旅途。他用过往的大师托付给他的色彩和笔触，向我们诉说着。画中那些不死的角色和被纪念的风景，
捕捉着一切永恒，散发着怀旧的光环，浸入我们内心；同时又借助我们的想象，培育出对现实的另一种感知。

保险柜、交通灯、高尔夫、棋子、
骰子……这一件件被“设计”
出来、人们司空见惯了的都市
产品，被陈文波以超级写实的
手法片段式截取并搬上画布，
在将之无限夸张、放大的同时，
亦强烈地赋予它们以主观的人
工高光，让人们面对这真实的
制品时，于不自觉处发现存于
其间的虚幻。近年来，陈文波
的这些巨型作品又被他精心的
覆盖上几何抽象的线、面，让
这些尽管使用了丰富颜色、热
烈主题，仿佛儿戏般“模制”
现实的绘画透露出严谨、理性
的色彩，显示出了陈文波对我
们生活环境的精谨分析与微妙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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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5
徐赫 (b.1972) 红色蠕虫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50×120cm
RMB: 80,000-120,000
艺术家徐赫越过了与传统的链接，指向在被摧毁的旧有
传统上尝试重新建立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企图 . 仿佛他
的当代艺术沿袭了中国一贯的传统艺术风格细节，而同
时又在展示西式的表现语言 . 东西方文化通过徐赫作品
显现惊人的一致性，没有刻意的寻找，但在这里却被发
现；没有文化的生硬嫁接，但以一种相似性，使两种文
化贯穿艺术形式抵达相互认知的彼岸。
——Germany,Daniela Riess 德国艺术史论家达尼拉 •
丽丝

6016
于向溟 (b.1974) 荒城系列
2009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50×135cm
展 览：2010 年 11 月， 于 向 溟 绘 画 及 话 剧 艺 术 专 场，
Alfred Dunhill Home， 上 海；2010 年 12 月， 于
向溟“荒城”系列油画个展，798 千年时间画廊，
北京
RMB: 100,000-150,000
于向溟，1974 年生于北京，1996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在海外多年，曾主持多项海外文化项目。归国后，兼任
多个艺术机构的艺术顾问，举办和策划众多当代艺术展
览，作品被今日美术馆等多家海内外艺术机构收藏，是
十分活跃的当代艺术家。                     
“人心的荒芜即是荒城。水和火在我的作品里都是一种
不安的物质，如人或者植物被淹没在水中，是一种窒息
的不安。如同你远眺大海和真正掉入海中被淹没是不同
的感受。火也是如此，我的画面里，着火的车、冒烟的
楼房或者是无以名状的火焰都是某种程度上绝望和恐慌
的体现。马是现阶段人的替代，替代者会让观者暂时忘
记作为人的社会属性而关注情感或直观感受。所以，很
多时候，对现场在雨中的疾走并不是逃离，而是一种现
实状态的反映”。
                                                                      ——于向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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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7
肖芳凯 (b.1974) 景·域 0933
油画
尺寸：195×135cm
出版 : 肖芳凯“醉花阴”, 桥舍画廊。
展览：2010 年“景与境”——肖芳
凯个展 , 桥舍画廊，北京。
RMB: 280,000-350,000

画园林，是肖芳凯的一次重要选择。他曾经多次下江南，徜徉于苏州各名园中。这不仅仅是爲
了用眼睛去实地观察园林的当下风貌，还是用心灵去沉浸以嗅闻到歷史文化的深邃气息。起初，
肖芳凯更喜欢像沧浪亭这样自然化的园林，既有歷史文化的承载，又有造化野趣的格调。画家
有关于此的表达也显得活泼生动，平添了许多与自然间丰富细緻的互动关联。很快，肖芳凯跳
离开这种基于园林现实臧丕之上的画题选择，开始关注如何在自己的画面中去佈景造境。显然，
肖芳凯不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展现园林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画面中仅仅去描摹园林
的形象真实，为此画家甚至有意识放弃园林光鲜靓丽的一面，而转向针对荒败不堪的悉心描画。
“废墟”，是文化学研究中的当代命题，它关涉到歷史传统的不断演变和变异，也与当代文化
针对歷史的观看认识密切相关。当然，肖芳凯也清楚地知道唐诗宋词中那些有关“废墟”的各
色描写，以及它们如何歷经元明清而生成为某种经典文化传统的过程，然而画家此刻更热衷的
却是要将这些文学化的意境真正转化为某种视觉化的意境。
——赵力
肖芳凯的油画风景，无论是在形式语言、题材选择、取景构图，还是在主体心理、社会文化方
面，均表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他的绘画充满模糊的影像感、开放与私密的矛盾空间、隔绝的物
理与心理距离，从不是传统意义的客观现实再现。因此，与其将肖芳凯定义为一位油画风景画
家，毋宁说他只是将自己投射其中——风景是客体对象，更是主体映射——挥之不去的，仍是
画面悄然传出的隐忍和忧愁。
——盛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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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9
陈承卫 (b.1984) 大民国 - 含春
2016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50×60cm
RMB: 100,000-150,000

6018
杨勋 (b.1981) 净心莲
2011-2012 年
布面油画丙烯 镜心
尺寸：160×160cm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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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勋的《花卉》系列一直贯穿于其创作生涯之中，成为其创作灵感的升华之作，最初花卉系列作品源自效
仿宋人团扇花卉形式的想法。这些年，随着艺术家对佛教禅宗有着更深刻的参悟也将人生更多的感知介入
到 作 品 之 中， 在 这 幅《 净 心 莲》 中， 艺 术 家 用 莲 花 传 递 着 内 心 的 一 方 净 土 也 象 征 着 对 生 命 无 比 的 敬 畏。
纯粹光线中，恣意绽放的花朵，犹如烟花般短暂的，不切实际的美丽。这种戏剧般的光，照射着花蕊的中心，光
越强烈，中间的花蕊显得越残败 , 越缺失完整性。艺术家想把最灿烂的时刻用强烈的光束定格为永恒的片刻记忆，
放佛这一瞬过后，完美就将凋零，生命也就此谢幕。正是这样的镜中花月和转瞬即逝，才能在盛开的寂静中摄人
心魂。

陈承卫， 1984 年出生于浙江洞头，职业艺术家，现居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油画院。基
于从小对神秘事物与戏剧性的热爱，他以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切入点，吸收东西方古代的元素，将中国传统
文化里的多种符号融入到当代思维的情景里，营造出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韵味的绘画风格。09 年进入中
国油画院，师从著名油画大家杨飞云先生，深受其绘画美学的影响，崇尚伦勃朗等西方油画大师。作品注
重光线运用，擅长将人物内心与具象油画技法结合，注重中西古典人文的传承与拓新，将中国文化的元素
与当下观念完美结合，营造出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韵味的绘画风格。《大民国系列》在传承前辈艺术追求
的前提下拓展出具象写实油画的新风貌，给中国写实油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具象的表达很好的将人
物内心的感受呈现给观众。他坚持以传统的经典油画技法，用这个时代所给予他的反思，贴切的进行戏剧
性的演绎，这种非现实又十分真实的距离感是他画面所特有的意境所在。尤其是他画面中的光影与肢体语
言，将人物的内心传达的淋漓尽致，这种与现代人不同却又能影射现代人的各种心理感受的画面，带给人
们一种美的享受，一种追忆的美好感。他将自己沉浸在比较隐蔽的状态中，从中国油画的语境里寻找着属
于他的独特情境，其作品参加展览无数，作品被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澳门，西班牙，
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等地的重要藏家及机构收藏。

2017/12/6 17:03:17

6022
王忠杰 (b.1972) WZJ08C011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30×200cm×2
展览：2008年“预言”艺术家群展，亦安画廊，北京。
RMB: 50,000-80,000

王忠杰的艺术是和生活合二为一的生活性艺术。 在欣赏这些画作时，某些人能够有
所体会而被感动。……对他来说，要在这个体系中寻找自身的定位，仍会困难重重。
他会被主流孤立，因为他的不妥协和那份坚持。他会继续寻觅那些答案，继续经历曲
折、求索、尝试和忍受，沉溺在自己那个远离大众的狭小圈子里，而所有的其他事情，
也都不会重要。
——陈秀炜

6020
韩博 (b.1985) 本无相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86×110cm
展览：2016 年“第二届中意青年艺术家联展”，
北京奥加美术馆。
RMB: 200,000-220,000

6023
牟林童 (b.1984) 时间的礼物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108×91cm
展览：2017 年“亮相！”——Artand Spacek 开馆展 ,
Artand 北京。
          2015 年“四时光记”——牟林童作品展，玉
兰堂 北京。      

6021
韩博 (b.1985) 昨日江上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80×100cm
展览：2016 年“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
北京今日美术馆。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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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40,000-60,000
2015 年“四时光记”——牟林童作品展，玉兰堂 北京。
牟林童大多作品以蓝色为主色调，宁静又透着些许忧
伤。或许不是刻意去营造，但有些时刻的心境难免会
不受控制，通过笔尖流淌在纸上。前两年的作品，每
一幅画都像是一个童话，大眼睛的主人公就连忧郁，
似乎都是诗意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些人物的形
象似乎和牟林童本人有些许重叠，瘦削却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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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
胡桂东 (b.1984) 品青绿之一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50×50cm
展览：2017 年“胡桂东：景 & 物”胡桂东作
品展，瀚艺术空间，北京。
出版：《胡桂东：景 & 物》
RMB: 10,000-20,000

6024
胡桂东 (b.1984) 马之恋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60×90cm
展览：2017 年“胡桂东：景 & 物”胡桂东作品展，瀚艺术空间，北京。
2016 年“桃花源时代”-- 黑桥十年当代艺术展，北京鲜花港，北京。
2015 年“艺术无界”艺术联展，上上美术馆，北京。
出版：《胡桂东：景 & 物》，瀚艺术空间。
RMB: 20,000-30,000
桂东画了很多类似的与马有关的作品，每匹马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些
马匹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郎世宁的作品。他像郎世宁及近
代众多艺术家那样在探索西方写实语言与东方意境的结合问题，同时又传递着
艺术家对未来的憧憬和内心的寄托。在传统的审美中，所描绘的“自然”更多
的是胸中的“丘壑”，而大自然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常常被表现成悠远的山水，
这正与桂东的心意遥相呼应。也随艺术家的主观目的、描绘对象、材料技法、
笔触肌理以及细节等问题而不同程度的呈现在画面中。
——李晓飞 2007

6026
杨建玲 (1969-2013) 叶语系列之八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90×90cm
展览：2011 年“色彩的韵律”- 杨江玲抽象
绘画，三川艺舍，北京。
2010 年北京艺术家协会 - 意象北京
画展。
RMB: 20,000-30,000
杨建玲的作品没有张扬笔调，没有强烈的色
彩冲突，有的只是单纯的结构和简介的色彩，
看他的作品，会有清馨、寂静的体会，像微
风拂煦的柳动，像夏日湖泊中的涟漪。她用
色彩构成优雅，哀婉音符，是丝竹乐？由远
到近，由近到远…她的绘画可以拂去尘嚣，
引领观众走入安详宁静的境界。这就是春雨
版阴柔的力量。
——刘根长于三川艺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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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8
许峰 (b.1980) 初雪
2014 年
布面油画 镜心
尺寸：90×90cm
RMB: 10,000-15,000

6027
程广峰 (b.1983) 转海
绢本设色 镜心
尺寸：D:126cm
RMB: 70,000-100,000
《转海》是艺术家程广峰绢本水墨系列的重要作品。艺术家早年游学新加坡，回国后在北京、沈阳、上海都
持续进行着当代艺术的探索与创作，在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与转换之中，他的创作不断突破着对于固有媒介
与传统模式的界限，他的作品从大型玻璃装置作品逐渐回归到一种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再次生发与书写。
艺术家擅长运用一种近乎戏谑、调侃与轻盈的线条及图式传递一种心境上的云淡风轻，同时又借助于绢本这
一最能代表中国的材质及大量留白向传统致敬。中心式构图及童话般的图式让时空交错，周而复始，提醒着
曾经虚幻的真实。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的海面，一个无邪与浪漫的旋转木马被并置在海平面的中心，它就这
样漂浮着，也旋转着，不知会飘向何方，也不知何时会停止，艺术家这样的反逻辑性思维具有让现实报废的
能力。旋转木马上莲花宝座般的转轮像承载着人的六道轮回，更增添了一种仪式。虔诚的佛教徒围着圣山转
一圈便可洗净一生罪孽，这样的信念指引着多少追逐神圣的灵魂，又何尝不是一种信仰的童话。一切短暂的
美好都是幻影，每个人都有该去向的远方，未知的还有那逃不过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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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9
陈墙 (b.1960) 作品 08-12
2008 年
布上宣纸墨丙烯 镜心
尺寸：60×60cm
RMB: 20,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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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
吴鸣 (b.1957) 一壶香茗
2017 年
设色纸本 镜心
尺寸：60×60cm
RMB: 50,000-80,000
吴鸣 , 字怡陶。1977 年于江苏陶校学习陶瓷
美术，1986 年毕业于无锡轻工职大美术装潢
专业。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陶瓷艺术委员
会委员。江苏省陶协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
《江
苏陶艺》主编，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江南
大学、无锡市城市职业技术学、无锡市工艺职
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宜兴市政协常委，宜兴
市文联顾问。第八届全国陶瓷评比评委，江苏
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紫砂陶艺的
传承与创新》项目主持人。发表作品数百件，
论文数十篇。二十多次获省、国家级专业奖，
连续三次入选日本美浓国际陶展，并获评委特
别奖。多次应邀出国办展、讲学、出版个人专
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文化部、
紫光阁、夏威夷大学、夏威夷文化基金会等机
构收藏。兼诗文书画，集设计、制作、刻塑于
一体，最早全方位进行现代紫砂创作研究。其
创作融合传统、演绎现代、关注未来，自成风
格，对现代紫砂创作有积极影响，被誉为“紫
砂现代陶艺先河”、“新流派”。

6032
克里斯托和让·克劳德 (b.1935）、（1935-2009)
《包裹电话》为爱立信埃菲尔铁塔款电话制作
镜心 彩色石版，布，绳线缠绕，照片
尺寸：70×55cm
Ed.57/100
铅笔签名
纸张：阿契斯水彩纸裱于博物馆纸板
制作：芝加哥 Landfall Press
收藏记录：同作版号 XVI/XX(16/100) 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编号 2001.651 纽约 MOMA 美术馆，馆
藏编号 304.1986
出版：纽瓦克爱立信
著录：1.Jorg Schellmann & JosephineBenecke,Christi prints  and objects,1963-1987:a catalogue raisin
even, P157,published by Edition Schellmann ,Munich;New York:Abbeville Press,1988.
2.Jorg Schellmann, Christo and Jeanne-Claude:prints and objects:catalogue raisonne.P144.
Published by Ny 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2013.
RMB: 100,000-150,000

6031
潘薇 (b.1962) 文字
2011 年
综合材料 镜心
尺寸：60×60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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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夫妇标志性的风格是对公共建筑进行包裹捆绑，或者在对自然环境外貌进
行大幅度改观。因此，人们喜欢把他们称为包裹艺术家，或者大地艺术家。他们曾捆绑的建筑中，包括芝加
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巴黎 PontNeuf 酒店、柏林国会大厦等。他们的作品通常都工程浩大，牵涉到的内容更
是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外交，让其他同辈艺术家们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代表作品《包裹群岛》，历时
4 年（1980~1983），以约 60 万立方米的粉红色布料，漂浮围绕着佛罗里达的 11 座岛屿。他们在 1984 到
1991 年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日本的茨城县做了一个艺术作品《伞》，来展示两个国度山区生活方式和土
地的使用状况的差异。在加州用了 1760 顶黄伞；在茨城县用了 1340 顶蓝伞。1991 年 10 月 9 日太阳升起的
时候，1880 名工人在一起打开了这 3100 顶伞。他们的作品使人们能够用新的角度感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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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3
珂勒惠支 (1867-1945) 杀戮
炭笔石版画 镜心
尺寸：42×38.5cm
RMB: 100,000-150,000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是德国 20 世纪
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的作品
深刻地表现了她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理解，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珂勒惠支的
作品题材丰富广泛，对生与死、悲与喜、战争
与和平，尤其是对母爱及生命中那些闪烁爱的
光芒的瞬间之刻画，可谓主题鲜明而又入木三
分。“这是一个无助而彷徨的时代，我承认自
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我要经历这个时代、
勾勒这个时代、影响这个时代。”——这便是
这位有着使命感的艺术家的创作信条。凯绥·珂
勒惠支是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以自己的作品反映
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版画家之一，在我国革
命美术运动中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不少中国进步木刻青年，无论
是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都受到过珂勒惠支
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当时产生与发
展于上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她的早期作品
《织工反抗》、《起义》和《死神与妇女》、《李
卜克内西》 、《战争》（组画）等，不仅以尖
锐的形式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
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而且唤醒人
们反对侵略战争，要根除战争根源，实现世界
大同的理想。

6035
萨尔瓦多·达利 (1905-1989) 金色的爱情（十联）
手工上色铜版蚀刻，金粉含金量 60%
尺寸：29.8×21.6cm×10
Ed.124/300
铅笔签名
附烫金布面原装封盒
制作：Ateliers Bellini,Paris,法国
出版：Pierre Belfand,Paris,法国

6034
约瑟夫·博伊斯 (1921-1986) 鹿
铜版画 镜心
著录：《JOSEPH BEUYS THE MULTIPLES》，第385页，
EDITIONSCHELLMANN.
签名（正面）：Joseph Beuys 16/75
尺寸：43×31cm

RMB: 100,000-120,000

RMB: 40,000-60,000
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
主要创作形式。他在七十年代享受着政治预言者完美名誉的一位
美术家。他作为雕塑家、事件美术家、“宗教头头”和幻想家，
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欧洲美术世界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博伊
斯眼里，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社会雕塑”，他认为人人都是艺
术家，博伊斯像个虔诚的布道者，他希望能通过艺术治愈整个世界。
博伊斯对于宗教、巫术、动植物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博伊斯曾说：
“马、牡鹿和野兔等动物的形象总是不断出现这些形象自由地从
一个存在的层面穿行到另一个存在层面，它象征着灵魂的化身，
或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精神存在的世俗形式。” 博伊斯认为人应该
重视自然并与动物结为一体。博伊斯始终坚信作为黄教僧的美术
家和作为图腾的动物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表现这种信仰的最
著名的形象是 1965 年的事件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解释图画》。
“艺术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动物和土地
连结为一体时，才可能有出路。
                                                                                 ———博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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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达利从特里斯坦 . 科比尔（法国，1845-1875 年）特集《金色爱情》
（Les Amours Jaunes. 英文直译 The Yellow Loves 或意译作 The WryBlue Loves) 中找到灵感，创作了同名十联，因使用了大量金粉，亦称此
十联为《金色的爱情》。

烫金布面原装封盒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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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6
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 欢乐嘉年华
1967 年
双色麻胶拓版画 镜心
尺寸：54×52cm
Ed.150/160
艺术家签名
纸张：阿契斯水彩纸
出版 / 制作：Arnera,Vallauris
著录：1.Georges Bloch. Pablo Picasso,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graphic work 1904-1967. I, P265, # 1242, Editions Kornfeld
et Klipstein, Berne, 1968.
2.Geiser, Bernhardt & Brigitte Baer, Picasso. PrinterGraveur. Bold. Black Catalogue Raisonne de l'oeuvre grave
et lithographic et des monotype 1899-1972.P590,#1852.
Published by Bern,1992
RMB: 100,000-120,000

6037
胡安·米罗（1893-1983） 巴塞罗那 D
1973 年
彩色蚀刻铜版和金刚砂 镜心
尺寸：103×68cm
纸张 Guarro paper
Ed.H.C
白色铅笔签名
出版：Sala Gaspar.Barcelona
RMB: 7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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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8
张广军（b.1968） 芦荡深处
布面油画

2015 年 .

尺寸：120x200cm
RMB: 350,000-550,000
 992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研修
1
于中央美术学院、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获艺术学硕士学位。
现任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画院油画院研究员。
艺术作品、学术论文、专著发表：2003 年出版个人画集《二十一世纪
优秀艺术家 ---- 张广军》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年出版专著《莫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数十篇论文、作品发表在《美术观察》、《艺术百家》、《美术向导》、
《艺术状态》、《艺术财经》、《艺术收藏》、《装饰》、《名家静物
艺术》、《中国风景油画》、《中国静物油画》等艺术专业期刊、画集。

主要学术活动：
1994 年油画作品《有花的静物》入选“首届中国静物油画展”（中国
历史博物馆）
1995 年油画作品《有树的风景》入选“中国风景油画展”。( 中国美术馆 )
1997 年油画作品《瓶花》入选“新亚欧大陆桥美术作品汇展”。( 中国
美术馆 )
2001 年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参加“非常日常”油画作品联展。（北
京国际艺苑美术馆）
2008 年油画作品《秋凉》入选“中国油画写生展”。北京 ( 中国美术馆 )
2008 年获青年美术家提名展银奖。（北京当代美术馆）
2009 年主持策展“原点漂移 - 河北当代学院艺术邀请展”，获文化部
现当代艺术重点展览资助项目。
2010 年参加“对话 -2010 中德当代艺术邀请展”。（德国）
2011 年参加中德“符号与画面”艺术展。
2014 年作品《望秋》、《海边的云》入选“传承与创新—河北画院年展”
2015 年 1 月赴德参加“quer 跨越 - 中德艺术交流展” （德国柏林）
2015 年 9 月主持策展“方力钧文献展”。
2016 年 9 月主持策展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赴匈牙利“艺术纸本”
创作展。（匈牙利）
2017 年 9 月主持策展“华北理工大学陶瓷艺术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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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
王濛莎 (b.1982) 无题
纸本设色 镜心
尺寸：99×103cm
RMB: 100,000-120,000
此件作品中，鲜花、蝴蝶、团扇、禽鸟、山
石、人物如梦境般纷乱登场，王濛莎以直觉为
基，以想象为媒，把直观的意象和复杂的情感
揉在一起，造出活色生香的境界。正如钱绍武
所说，王濛莎“能把心情愿望淋漓尽致地捧到
你面前，”因此“真挚、动人、不可重复、不
依旁人”。王濛莎的作品，既可观作花花绿绿
的闺阁世界，又何尝不能解为这繁花似锦的热
闹俗世？

6041
如一 (b.1966) 太白诗意图
水墨纸本

立轴

尺寸：68.5×96.5
RMB: 20,000-40,000
“石也山也，云也雾也，物也人也，不辨彼此。以心追物，以
物养心，画也人也，如一如是”。                           
                                                                                 ——佘文涛

6040
如一 (b.1966) 镇住一切妖魔鬼怪
水墨纸本 镜心
尺寸：147.5×180
RMB: 40,000-60,000
 一，1966 年出生于北京，自由艺术家。如
如
一自幼喜欢绘画，与古近代中国书画有深湛鉴
赏力，经常去皖南游历，深深地被那里的山水
吸引和感化。如一的纯墨山水画与我们见惯了
的山水画不一样，单纯中倾注了他的苦心孤诣
和反复求索。他对构图的讲究既上宗北宋范宽、
郭熙和南宋的马远、夏圭，也借鉴现当代绘画
乃至装置艺术中的手法，目的就是力求把自己
的心象有一个自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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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2
杨东鹰 (b.1980) 江崖
2015 年
铁
尺寸：20×20×33.7cm
RMB: 25,000-30,000
杨 东鹰，1980 年生于内蒙古，1992 年师从内蒙古画家庞立泉
学画，2003 年随艺术家卜镝学习艺术与设计，现为职业雕塑家，
工作和生活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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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3
杨东鹰 (b.1980) 插屏
2015 年
铁
尺寸：23×17.5×25cm
说明：版数 20
RMB: 35,000-40,000
杨东鹰作品多取材于能够体现东方文明的器物，这也许与他
喜好古美术有关。然而在不失文化气息的同时他又融入了工
业材料和现代观念，让传统不至于陈旧。作品几乎都是在用
原始的工业手段重新诠释中国的传统文人审美，这种表达在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回归，通过当代艺术语境的表达，让观
者领略那透过表面毫无拖泥带水的纯粹而折射出的人文情怀，
悉心聆听，感悟其间的文理情节，它带给创作者与欣赏者同
样的惊喜。

6061

6044
杨东鹰 (b.1980) 云香
2015 年
铁
尺寸：30×30×26cm
说明：版数 20
RMB: 20,0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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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1
38.92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套链，未经加热
18K 金镶嵌总重 38.9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红宝石套链，
颜色为“鸽血红”级别，未经加热，配以 16.10 克拉无色钻石，
项链尺寸 48 厘米，
附 10 张 GRS 证 书 2015-052547，2015-052542，2015-052551，
2015-052555，2015-052386，2015-052396，2015-052398，
2015-052389，2015-052560，2015-052558
A 38.92 CARAT MOZAMBIQUE "PIGEON’S BLOOD" RUBY AND
16.10 CARAT DIAMOND NECKLACE

6062

Designed as a line of Mozambique rubies of pigeon’s blood weighing
38.92  carats, flanked by 16.10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4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2015-052547, GRS2015-052542,
GRS2015-052551, GRS2015-052555, GRS2015-052386, GRS2015052396, GRS2015-052398, GRS2015-052389, GRS2015-052560,
GRS2015-052558,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1,600,000-2,500,000

6062
14.36 克拉赞比亚祖母绿配钻石戒指，未经注油
18K 金镶嵌 14.36 克拉天然祖母绿戒指，未经注油，
配 4.01 克拉无色钻石，
指环尺寸 13，
附 Gubelin 证书 17037266
赞比亚为世界上著名及优质的祖母绿产地 , 颜色和质地均受到收藏市场
的喜爱。由于祖母绿生成环境特殊 , 因此在切割时需要悉心打磨 , 每道
工序都增添了祖母绿无法取代的光泽及饱满的颜色。
Lot6062 镶嵌重达 14.36 克拉的祖母绿戒指 , 典型的祖母绿式切割衬托
出饱满浓郁的颜色 , 此颗祖母绿与绝大多数祖母绿不同的是 , 幷未经注
油等净度处理 , 因此更显其珍贵之处 , 加之珍藏级别的克拉重量 , 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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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而稀有。
A 14.36 CARAT ZAMBIAN EMERALD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n octagon emerald-cut emerald weighing 14.36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4.01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7037266 from the Gübelin, no
indications of clarity enhancement.
RMB: 2,800,000-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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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4

6063

6063
2.15 克拉彩蓝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2.15 克拉椭圆形切割的彩蓝色钻石戒指，净度 VS2，
周围镶配粉色及无色钻石共约 1.00 克拉，

6064
6.10 克拉缅甸抹谷红宝石配钻石戒指，未经加热

指环尺寸 13，
附 GIA6175841029
A 2.15 CARAT FANCY GREENISH BLUE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cushion-cut fancy greenish blue diamond weighing 2.15
carats, framed by brilliant-cut pink diamonds, to an outer surround set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61758410298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2.15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Greenish Blue.
RMB: 2,600,000-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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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 金镶嵌 6.10 克拉天然缅甸红宝石戒指，
颜色为“鸽血红”级别，未经加热，
配以共约 3.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RS 铂 金 证 书 2017-022393（Award No1961） 及 SSEF 证 书
90612，
特别推荐：这是一枚来自神秘而又高贵的缅甸抹谷产地的无烧鸽血红红
宝石戒指、吊坠两用款首饰，红宝石的重量达到了 6.10ct 的同时，也
拥有非常纯正、艳丽的鸽血红色。宝石晶体极为通透，虽然转动戒指在
某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少许轻微的天然包裹体，但整颗宝石的净度、切工
以及火彩都相得益彰，远远看去好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光彩夺目。
该颗红宝石没有经过任何的优化处理，拥有 GRS 铂金证书和 SSEF 证书。
其中 GRS 铂金证书不仅给到了鸽血红评级，还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宝石”

的称号和非常特别的好评。戒指材质为 18k 白金，并搭配了非常高品
质的配钻。戒指镶嵌工艺精湛、细腻，佩戴舒适感极强，无论是作为戒
指还是吊坠，一定可以让您在茫茫人群中脱颖而出，华丽绽放。
A 6.10 CARAT BURMESE "PIGEON’S BLOOD" RUBY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cushion-cut Burmese ruby of pigeon’s blood weighing
6.10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00 carat,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7-022393 (Award No1961) and SSEF
90612,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2,500,000-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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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8

6066
6067
6065

6066
15.69 克拉斯里兰卡“矢车菊”蓝宝石配钻石戒指，未经加热

6067
12.04 克拉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15.69 克拉天然椭圆形切割的蓝宝石戒指，

6065
总重 5.16 克拉祖母绿配钻石耳环
18K 金隐秘式镶嵌一对祖母绿及钻石耳环，
周围镶配 3.58 克拉无色钻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6068
5.06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未经加热
18K 金镶嵌 5.06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红宝石戒指，

颜色为“矢车菊”级别，未经加热，

18K 金镶嵌 12.04 克拉天然垫形切割的蓝宝石戒指，

颜色为“鸽血红”级别，未经加热，

配以 2.22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颜色为“皇家蓝”级别，经过加热，

配以 3.26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RS 证书 2016-120539

配以 1.02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RS 证书 2017-070562

附 GRS 证书 2016-080137
A 15.69 CARAT SRI LANKAN “CORNFLOWER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A 12.04 CARAT SRI LANKAN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A 5.06 CARAT MOZAMBIQUE "PIGEON’S BLOOD" RUBY AND
DIAMOND  RING

Each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emerald-cut emeralds weighing 5.16
carats altogether, to the 3.58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surmount,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Set with an oval-cut Sri Lankan sapphire of   cornflower blue color
weighing 15.69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22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6-120539,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Set with a cushion-cut Sri Lankan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12.04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02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6-080137, enhanced by heat.

Set with an oval-shaped Mozambique ruby of pigeon’s blood
weighing 5.06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26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7-070562,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60,000-160,000

RMB: 550,000-950,000

RMB: 420,000-620,000

RMB: 450,000-750,000

A PAIR OF 5.16 CARAT EMERALD AND DIAMOND EAR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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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

6069

6071

6069
11.24 克拉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耳环

6070
9.42 克拉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耳环

18K 金镶嵌 11.24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耳环，

18K 金镶嵌 9.42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耳环，

颜色为“皇家蓝”级别，经过加热，

颜色为“皇家蓝”级别，经过加热，

配以 1.06 克拉无色钻石，

配以 3.56 克拉无色钻石，

附 GRS 证书 2016-097223 及 2016-097224

附 GRS 证书 2014-099820 及 2015-058098

A PAIR OF 11.24 CARAT SRI LANKAN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EARRINGS

A PAIR OF 9.42 CARAT SRI LANKAN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EARRINGS

Each suspending a Sri Lankan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11.24 carats altogether, to the 1.06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surmount,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6-097223 and 2016-097224,
enhanced by heat.

Each suspending a Sri Lankan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9.42 carats altogether, to the 3.56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surmount,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4-099820 and 2015-058098,
enhanced by heat.

RMB: 300,000-600,000

RMB: 25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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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1
0.57 克拉淡彩紫粉色钻石戒指及吊坠
以花为造型，18K 嘧啶镶式镶嵌粉色蓝宝石及钻石戒指项链，
指环尺寸 16，
附 Gia 证书 Gia2185075348
A 0.57 CARAT FANCY LIGHT PURPLISH PINK DIAMOND RINGNECKLACE DUAL-USE JEWELRY
In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0.57 carat
diamonds and purplish pink sapphire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6.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2185075348 from the GIA.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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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2
9.45 克拉彩粉色钻石配钻石项链
18K 金镶嵌 9.45 克拉雷地恩形彩粉色钻石及 3.39 克拉无色钻石项链，
净度 VS，尺寸长约 45 厘米，附 EG-LABS 证书 J5726170533

6073
A 9.45 CARAT FANCY PINK DIAMOND AND DIAMOND NECKLACE
Designed as a line of 9.45 carats radiant-cut fancy pink diamonds,
flank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3.39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45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EG-LABS J5726170533.
RMB: 250,000-500,000

6073
10.47 克拉斯里兰卡“矢车菊”蓝宝石配钻石戒指，未经加热
18K 金镶嵌 10.47 克拉天然椭圆形切割的蓝宝石戒指，
颜色为“矢车菊”级别，未经加热，
配以约 2.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RS 证书 2015-111061
A 10.47 CARAT SRI LANKAN “CORNFLOWER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6072

Set with an oval-cut Sri Lankan sapphire of   cornflower blue color
weighing 10.47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5-111061,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2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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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4
6075

6076

6074
11.84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手链
18K 金镶嵌 11.84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红宝石手链，
颜色为“鸽血红”级别，未经加热，

6075
2.51 克拉淡彩黄绿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6076
3.02 克拉莫桑比克“鸽血红”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2.51 克拉梨形切割的淡彩黄绿色钻石戒指，净度 VS2，

18K 金镶嵌 3.0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红宝石戒指，

周围镶配粉色及无色钻石共约 1.66 克拉，指环尺寸 13，

颜色为“鸽血红”级别，未经加热，

附 GIA5151802171

配以约 3.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配以 5.77 克拉无色钻石，手链尺寸 18 厘米 -，
附 GRS 证 书 2015-080661，2015-080646，2015-080644，2015080662，2015-080654，2015-080653，2015-080663，2015080643，2015-080658，2015-080659，2015-080657
A 11.84 CARAT MOZAMBIQUE "PIGEON’S BLOOD" RUBY AND 5.77
CARAT DIAMOND BRAC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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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GRS 证书 2017-022151
A 2.51 CARAT FANCY LIGHT GREENISH YELLOW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A 3.02 CARAT MOZAMBIQUE "PIGEON’S BLOOD" RUBY AND
DIAMOND  RING

Designed as a line of Mozambique rubies of pigeon’s blood weighing
11.84  carats, flanked by 5.77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5-080661, GRS 2015-080646, GRS
2015-080644, GRS 2015-080662, GRS 2015-080654, GRS 2015080653, GRS 2015-080663, GRS 2015-080643, GRS 2015-080658,
GRS 2015-080659, GRS 2015-080657,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Set with a pear-cut fancy greenish yellow diamond weighing 2.51
carats, framed by brilliant-cut pink diamonds, to an outer surround
set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66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5151802171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2.51 carat pear-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Light Greenish Yellow.

Set with an oval-shaped Mozambique ruby of pigeon’s blood
weighing 3.02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2017-022151,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150,000-250,000

RMB: 150,000-200,000

RMB: 160,000-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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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7
6078

6077
祖母经蜻蜓胸针

6078
2.52 克拉莫桑比克红宝石配钻石项链
18K 金镶嵌 2.52 克拉天然莫桑比克红宝石项链，

以蜻蜓为造型，18K 金镶嵌 3.61 克拉梨形切割的天然祖母绿胸针，

颜色为 " 艳红色”级别，未经加热，

轻微注油级别，周边镶配圆形无色钻石，

配以约 2.21 克拉无色钻石，项链长度 45 厘米，

附 GRS 证书 2016-096194

附 GRS 证书 2017-068294

AN DRAGONFLY EMERALD BROOCH
A 2.52 CARAT MOZAMBIQUE RUBY AND DIAMOND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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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as a dragonfly with 3.61 carat pear-cut emerald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6-096194, with indications of minor
clarity enhancement.

Set with a 5.05 carats Mozambique ruby of vivid red color, flanked by 2.21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45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7-068294,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RMB: 150,000-250,000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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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9
6082

6081

6080

6079
1.30 克拉淡粉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1.30 克拉垫形切割淡粉色钻石戒指，
周围镶配无色钻石共 2.35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1189761179

6081
3.01 克拉淡彩黄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6080
总重 4.7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以蝴蝶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红宝石及钻石戒指，
指环尺寸 18，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Set with a cushion-cut light pink diamond weighing 1.30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35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189761179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1.30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Light Pink.  

A 4.7 CARAT RUBY AND DIAMOND RING

RMB: 150,000-250,000

6082
祖母绿蝴蝶胸针

周围镶配粉色及无色钻石共约 2.00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2226738548

A 1.30 CARAT LIGHT PINK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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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 金镶嵌 3.01 克拉垫形切割的淡彩黄色钻石戒指，净度 VS2，

A 3.01 CARAT FANCY  LIGHT YELLOW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以蝴蝶为造型，18K 金镶嵌祖母绿及粉色蓝宝石及钻石胸针，
胸针长 71.6x 46.6 毫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BUTTERFLY EMERALD BROOCH

In the shape of the butterfly,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4.7 carat
rubi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8.

Set with a cushion-cut fancy light yellow diamond weighing 3.01
carats, framed by brilliant-cut pink diamonds, to an outer surround
set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2226738548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3.01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Light Yellow.

RMB: 150,000-250,000

RMB: 100,000-200,000

RMB: 150,000-250,000

Designed as a butterfly with 20.81 carat emerald-cut emerald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pink sapphires and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71.6x 46.6 mm.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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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5
6083

6084
6086

6083
1.03 克拉彩黄绿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1.03 克拉垫形切割的彩黄绿色钻石戒指，净度 VS1，
周围镶配粉色及无色钻石共约 2.00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1228725147
A 1.03 CARAT FANCY YELLOWISH GREEN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6084
3.21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6085
5.18 克拉斯里兰卡“皇家蓝”蓝宝石戒指
以 PT900 铂金镶嵌 5.18 克拉天然斯里兰卡蓝宝石戒指，
颜色为“皇家蓝”级别，经过加热，

铂金镶嵌 3.21 克拉红宝石戒指，经过加热，

配以共约 1.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配以共约 1.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RS 证书 2015-016162

附 Gia 证书 2194325658

6086
总重 7.02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以花为造型，18K 嘧啶镶式镶嵌红宝石及钻石戒指，指环尺寸 13，

A 3.21 CARAT RUBY AND DIAMOND RING

A 5.18 CARAT SRI LANKAN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cushion-cut fancy yellowish green diamond weighing 1.03
carats, framed by brilliant-cut pink diamonds, to an outer surround
set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228725147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1.03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Yellowish Green.

Set with an oval-cut ruby weighing 3.21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00 carats,
mounted in platinum,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2194325658 from the GIA, enhanced by
heat

Set with a cushion-cut Sri Lankan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5.18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00 carats, mounted in platinum,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15-016162, enhanced by heat.

In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rubi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7.02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RMB: 150,000-250,000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RMB: 10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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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7.02 CARAT RUBY AND DIAMOND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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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9

6087

6088

6087
总重 35.41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胸针

6088
6.04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6089
5.62 克拉钻石手链

18K 金镶嵌 6.04 克拉蓝宝石戒指，

18K 金镶嵌钻石手链，以鸢尾花为造型，

以花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红宝石及钻石胸针，

配以共约 2.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钻石总量 5.62 克拉，颜色均为 D-F 色，净度均为 VS，

胸针长 53x52x16 毫米，

附 GGTL 证书 13016

手链长 17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6.04 CARAT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A 5.66 CARAT DIAMOND BRACELET

A 35.41 CARAT RUBY AND DIAMOND BROOCH
Designed as a flower with invisible setting rubi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35.41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53 x 52 x 16 mm.

Set with a cushion-cut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6.04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GGTL 13016.

Designed, in the shape of the iris flower, as a line of D-F color, VS clarity,
brilliant-cut diamonds weighing 5.62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7 cm long.

RMB: 100,000-200,000

RMB: 100,000-200,000

RMB: 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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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1

6092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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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
总重 2.24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6091
总重 7.83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6092
总重 9.92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戒指

以蝴蝶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红宝石及钻石戒指，

以花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蓝宝石及钻石戒指，

以花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红宝石及钻石戒指，

指环尺寸 16，

指环尺寸 13，

指环尺寸 13，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2.24 CARAT RUBY AND DIAMOND RING

A 7.83 CARAT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A 9.92 CARAT RUBY AND DIAMOND RING

In the shape of the butterfly,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rubi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24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6.

In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sapphir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7.83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In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rubi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9.92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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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4

6093

6093
ART DECO 风格钻石胸针

6094
蓝宝石蝴蝶胸针
以蝴蝶为造型，18K 金镶嵌蓝宝石及钻石胸针，

18K 金镶嵌无色钻石胸针，

胸针长 70x28 毫米，

胸针长 33x32x21 毫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4.11 CARAT SAPPHIRE AND DIAMOND BROOCH
AN ART DECO DIAMOND BROOCH
Designed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yellow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33 x 32 x 21 mmm

Designed as a butterfly with sapphir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4.11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70x28 mm.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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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7

6096

6095

6095
5.40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6096
ART DECO 风格宝石胸针

6097
总重 9.04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戒指

配以共约 2.00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以蜜蜂为造型，18K 金镶嵌紫红色宝石胸针，

以花为造型，18K 金隐秘式镶嵌蓝宝石及钻石戒指，

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证书 H-ZFZB6220

胸针长 60x40 毫米，

指环尺寸 13，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18K 金镶嵌 5.40 克拉蓝宝石戒指，

A 5.40 CARAT "ROYAL BLUE"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AN ART DECO COLOR STONE BROOCH

A 9.04 CARAT SAPPHIRE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pear-cut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5.40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H-ZFZB6200 from the NGTC.

Designed as a bee with purplish red tourmaline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together with color stones, mounted in 18K yellow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60x40 mm.

In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body set with invisible setting sapphire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9.04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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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9

6098

6099
13.02 克拉“卢比来”紫红色碧玺钻石戒指
6098
ART DECO 风格钻石胸针
18K 金镶嵌无色钻石胸针，
胸针长 67x42x1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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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900 铂金镶嵌 13.02 克拉“卢比来”碧玺钻石戒指，
颜色为“紫红色”，
配以 3.91 克拉无色钻石，指环尺寸 13，
附 Gia 证书 1199692201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13.02 RUBELLITE AND DIAMOND  RING

AN ART DECO DIAMOND BROOCH
Designed brilliant-cut diamonds t, mounted in 18K yellow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67 x 42 x 16 mm.

Set with an oval-cut Rubellite of  purplish red color weighing 13.02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3.91 carats, mounted in platinum,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199692201 from the GIA.

RMB: 无底价

RMB: 3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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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总重 56.60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套链
18K 金镶嵌总重 56.60 克拉天然蓝宝石钻石套链，
配以 7.20 克拉无色钻石，
套链尺寸 48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56.60 CARAT SAPPHIRE AND DIAMOND NECKLACE
Designed as a line of 56.60 carats sapphires, flank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7.2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4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180,000-380,000

6100

6100
10.01 克拉彩棕粉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10.01 克拉垫形切割彩棕粉色钻石戒指，净度 VS1，
周围镶配无色钻石共 4.05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 证书 2165456443
粉色钻石的巨大价值是由其稀有性决定的，每开采出 10 万克拉的钻石
中，只能得到少于 1 克拉的钻石是达到彩色钻石的级别，而粉钻更为珍
贵稀有，因其开采困难，所以每开采出一颗 1 克拉以上的粉钻，都会被
视为珍品。据了解，美国宝石学院（gia）每年鉴定的彩宝石中不超过 3%
被列为彩色钻石，而这些彩色钻石仅有不到 5% 是粉钻。粉色的淡雅
与透彻，极具清单素静的色彩 3 和典雅华贵的魅力。此颗钻石的稀罕性，
不仅在于其分量，更重要的是其颜色以及品种。彩棕粉色钻石颜色均匀
而且艳丽，粉红色钻石在众多钻石中，其颜色是在地下层受到一定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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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产生的化学效果；而粉红色钻石的能达到这个级别的产量更是少之
又少。
A 10.01 CARAT FANCY BROWN PINK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cushion-cut fancy brown pink diamond weighing 10.01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4.05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2165456443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10.01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brown pink.
RMB: 估价待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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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6102
4.49 克拉淡彩棕粉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4.49 克拉马眼形切割淡彩棕粉色钻石戒指，净度 SI1，
周围镶配无色钻石共约 2.00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 证书 15122743
A 4.49 CARAT FANCY LIGHT BROWNISH PINK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marquise-cut fancy light brownish pink diamond weighing
4.49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5122743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10.01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light brownish pink.
RMB: 1,300,000-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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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6104

6103
总重 13.50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手链
18K 金镶嵌 13.5 克拉蓝宝石手链，
配以约 10.50 克拉无色钻石及蓝宝石，
手链尺寸 18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6104
总重 11.80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手链和项链
18K 金镶嵌 11.8 克拉红宝石项链及手链两用，
配以约 10.60 克拉无色钻石及红宝石，
项链尺寸 36 厘米，手链尺寸 18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11.80 CARAT RUBY AND 10.60 CARAT DIAMOND BRACELETNECKLACE DUAL-USE JEWELRY

A 13.5 CARAT SAPPHIRE AND 10.50 CARAT DIAMOND BRAC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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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as a line of sapphires weighing 13.5 carats, flanked by 10.50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Designed as bracelet and necklace dual-use, set as a line of rubies
weighing 11.80 carats, flanked by 10.60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50,000-150,000

RMB: 5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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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6105

6105
总重 4.49 克拉粉红色蓝宝石配钻石手链

6106
总重 28.90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手链

18K 金镶嵌 4.49 克拉天色粉红色蓝宝石手链，
配以 3.53 克拉无色钻石，

18K 金镶嵌 28.90 克拉蓝宝石手链，

手链尺寸 17 厘米，

配以 7.62 克拉无色钻石及蓝宝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手链尺寸 18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4.49 CARAT PINK SAPPHIRE AND 3.53CARAT DIAMOND BRACELET
A 28.90 CARAT SAPPHIRE AND 7.62 CARAT DIAMOND BRACELET
Designed as a line of sapphires weighing 4.49 carats, flanked by 3.53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7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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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as a line of sapphires weighing 28.90 carats, flanked by 7.62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18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10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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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

6109

6107

6108
9.65 克拉哥伦比亚祖母绿配钻石戒指
6107
2.55 克拉蓝宝石配钻石耳坠
18K 金镶嵌 2.55 克拉蓝宝石耳环，
配以 2.72 克拉无色钻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18K 金镶嵌 9.65 克拉天然哥伦比亚祖母绿戒指，
级别“微油”配共约 1.00 克拉无色钻石，

6109
黑珍珠海洋造型胸针

指环尺寸 13，
附 AGL 证书：1081808
A 9.65CARAT COLOMBIAN EMERALD AND DIAMOND RING

以黑珍珠和海洋为造型，18K 金镶嵌黑珍珠及钻石胸针，
胸针长 60x28 毫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Each suspending oval-cut sapphires weighing weighing 2.55  carats
altogether, to the 2.72 carat brilliant-cut diamonds surmount,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Set with a square emerald-cut Colombian emerald weighing 9.65
carat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1.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1081808 from the AGL, with
indications of minor clarity enhancement.

Designed with the concept of aqua with a black pearl surrounded by
pearls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and yellow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50x38 mm.

RMB: 无底价

RMB: 350,000-550,000

RMB: 无底价

A PAIR OF 2.55 CARAT SAPPHIRE AND DIAMOND EAR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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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CK PEARL BRO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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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10.51 克拉红宝石配钻石项链
18K 金镶嵌总重 10.51 克拉红宝石项链，
配以约 6.63 克拉无色钻石，
项链长度 45 厘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6110

A 10.51 CARAT RUBY AND DIAMOND NECKLACE
Designed as a line of 10.51 carats rubies, flank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6.63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45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180,000-280,000

6110
蓝宝石蝴蝶结胸针
以蝴蝶结为造型，18K 金镶嵌蓝宝石及钻石胸针，
胸针长 40x30 毫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BUTTERFLY SAPPHIRE AND DIAMOND BROOCH
Designed as a butterfly with sapphires and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40x30 mm.

6111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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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6112

6112
81.88 克拉斯里兰卡“变色星光”蓝宝石配钻石套链
18K 金镶嵌 81.88 克拉天然椭圆形切割的“变色星光”蓝宝石钻石套链，
颜色为“皇家蓝”级别，未经加热，
配以约 15.00 克拉无色钻石，尺寸长约 45 厘米，
附 GRS 铂金证书 2006-081399/Award No.335,
特别推荐：此颗变色星光蓝宝石拥有非常稀少的尺寸及显著的变色現象和
锐利的星光
A 81.88 CARAT SRI LANKAN COLOR-CHANHE STAR SAPPHIRE AND
DIAMOND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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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12.30 克拉坦桑石配钻石吊坠
18K 金镶嵌 12.30 克拉坦桑石钻石吊坠，
配以约 8.11 克拉无色钻石及红宝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Set with a Sri Lankan color-change star sapphire of royal blue color
weighing 81.88 carats, surrounded by 15.00 carats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 45 cm long.
Accompanied by report GRS 2006-081399 (Awards No.335) with special
comment”Very rare combination of size, prominent color-change and
star-effect.”, with no indications of heating.

Set with a tanzanite weighing 12.30 carats, flank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and rubie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8.11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2,500,000-4,500,000

RMB: 无底价

A 12.30 CARAT TANZANITE AND DIAMOND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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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1.98 克拉桃红色碧玺项链
18K 金镶嵌 1.98 克拉桃红色碧玺钻石项链，
配以约 0.12 克拉无色钻石，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 1.98 CARAT PINK TOURMALINE  AND DIAMOND NECKLACE

6114

Set with a pink tourmaline weighing 1.98 carats, flank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weighing approximately 0.12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Accompanied by report from the NGTC.
RMB: 无底价

6114
5.31 克拉彩棕绿黄色钻石配钻石戒指
18K 金镶嵌 5.31 克拉心形切割的彩棕绿黄色钻石戒指，净度 VS1，
周围镶配粉色及无色钻石共约 2.00 克拉，指环尺寸 13，
附 GIA 证书 5181370096
A 5.31 CARAT FANCY BROWNISH GREENISH YELLOW DIAMOND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heart-cut fancy brownish greenish yellow diamond weighing
5.31 carats, framed by brilliant-cut pink diamonds, to an outer surround
set with brilliant-cut diamonds, altogether weighing approximately 2.00
carat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ring size 13
Accompanied by report no. 5181370096 from the GIA stating that the 5.31
carat cushion-cut diamond is natural Fancy Brownish Greenish Yellow.

6115
RMB: 35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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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天然翡翠配钻石挂坠一对
天然翡翠镶嵌钻石及天然紫罗兰翡翠配钻石挂坠一对
A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S
A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s, set respectively with a
translucent jadeite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a translucent
jadeite of lavender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RMB: 160,000-180,000

6116

6116
意大利古董海洋造型胸针

6117

以金拉丝为工艺，18K 金镶嵌珍珠及钻石胸针，
胸针长 50x38 毫米，
附宝玉石鉴定证书
AN ITALY VINTAGE BROOCH
Finished by brushed-gold process with pearls surrounded by brilliant-cut
diamonds, mounted in 18K white gold,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50x38
mm.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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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9

6118

6118
天然翡翠戒指 , 耳环 , 项链三件组

6119
天然翡翠佛公掛墜

天然翡翠鑲嵌鑽石戒指 , 耳環 , 項鍊三件組

天然翡翠掛墜，佛公造型，掛墜尺寸約 55x44x15 毫米

A SET OF JADEITE AND DIAMOND JEWELRY

JADEITE “BUDDHA” PENDANT

Comprising a necklace, a ring and a pair of earrings, set respectively
with translucent jadeites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The jadeite of emerald green color and good translucency, carved as a
Laughing Buddha.
Laughing Buddha approximately 55 x 44 x 15mm.

RMB: 350,000-400,000

RMB: 6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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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0
天然翡翠手鐲

6122
天然翡翠珠項鍊

天然翡翠手鐲，內直徑及厚度約 56 x 74.7 x 9.5 毫米
43 顆天然翡翠珠項鍊，翡翠珠尺寸約為 11.3 到 14.5 毫米
JADEITE BANGLE
JADEITE BEAN NECKLACE

6120

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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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suffused with patches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to the light green background.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6 x 74.7 x 9.5 mm.

Of graduated design, composed of 43 apple-green jadeite beads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14.5 to 11.3 mm.

RMB: 250,000-500,000

RMB: 250,000-500,000

6121
天然翡翠珠項鍊

6123
天然紫色翡翠珠項鍊

56 顆天然翡翠珠項鍊，翡翠珠尺寸約為 9.2 到 10.6 毫米

82 顆天然紫色翡翠珠項鍊，紫色翡翠珠尺寸約為 11 到 14.5 毫米

JADEITE BEAN NECKLACE  

LAVENDER JADEITE BEAN NECKLACE

Of graduated design, composed of 56 green jadeite beads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10.6 to 9.2 mm.

Composed of 82 graduated jadeite beads of lavender color, measuring
approximately 14.5 to 11 mm.

RMB: 500,000-800,000

RMB:250,000-500,000

6122

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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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7
6124
6125

6126

6126
天然翡翠佛公掛墜

6127
天然翡翠配鑽石掛墜

天然翡翠掛墜，佛公造型，配鑽石，掛墜尺寸約 32x35x5 毫米

天然翡翠鑲嵌鑽石掛墜，掛墜尺寸約 15.1x30.3x8.1 毫米

JADEITE “BUDDHA” AND DIAMOND PENDANT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a Guan Yin.
Guan Yin approximately 63 x 37 x 6.4mm.

The highly translucent jadeite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carved as
a Laughing Buddha, decorat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Laughing Buddha approximately 32 x 35 x 5mm

Set with a translucent rectangle jadeite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Rectangle approximately 15.1x30.3x8.1 mm.

RMB: 180,000-280,000

RMB: 150,000-250,000

RMB: 150,000-250,000

6124
冰種翡翠佛公掛墜

6125
冰種翡翠觀音掛墜

天然冰種翡翠掛墜，佛公造型，掛墜尺寸約 50x55x13 毫米

天然冰種翡翠掛墜，觀音造型，掛墜尺寸約 63x37x6.4 毫米

ICY JADEITE “BUDDHA” PENDANT

ICY JADEITE “GUAN YIN”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a Laughing Buddha.
Laughing Buddha approximately 50 x 55 x 13mm.
RMB: 180,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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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
天然翡翠配鑽石掛墜
天然翡翠鑲嵌鑽石掛墜，翡翠尺寸分別約 14.2x7.3 毫米及 13.1x23.1
毫米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Set with two translucent rectangle jadeites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Rectangle approximately 14.2x7.3 mm and 13.1x23.1mm
respectively.
RMB: 150,000-250,000

6128

6130

6129
天然翡翠配鑽石掛墜
天然翡翠鑲嵌鑽石掛墜，掛墜尺寸約 52x15x8.1 毫米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Set with a translucent rectangle jadeite of bright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Rectangle approximately 52 x 15 x 8.1 mm.
RMB: 150,000-250,000

6129

6130
天然翡翠如意掛墜耳釘三件組
天 然 翡 翠 掛 墜 耳 釘 三 件 組， 如 意 造 型， 配 鑽 石， 掛 墜 翡 翠 尺 寸 約
16.4x20.4x7.3 毫米，耳釘翡翠尺寸約 14x18x4.7 毫米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EARRINGS AND PENDANT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carved jadeite cabochon of good
translucency and brilliant green,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and a pendant, set with a brilliant green carved jadeite cabochon of good
translucency,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Cabochon on pendant approximately 16.4x20.4x7.3 mm; cabochon on
earrings approximately 14x18x4.7 m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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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冰種翡翠豆莢掛墜
天然冰種翡翠掛墜，豆莢造型，掛墜尺寸約 50.5x20.8x12.0 毫米
ICY JADEITE “PEAPODS” PENDANT
The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carved as peapods.
peapods approximately 50.5 x 20.8 x 12.0 mm.
RMB: 100,000-150,000

6133

6131

6134

6132
天然翡翠掛墜
天然翡翠掛墜，掛墜尺寸約 66x46x7.5 毫米
A JADEITE PENDANT
The carved jadeite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to the light
green background.
Carved pendant approximately 66 x 46 x 7.5 mm.
RMB: 100,000-150,000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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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
天然翡翠配鑽石掛墜

6134
天然翡翠配鑽石戒指

天然滿綠蛋面翡翠鑲嵌鑽石掛墜

天然滿綠蛋面翡翠鑲嵌鑽石戒指

戒指蛋面尺寸約為 16x14x4.6 毫米

戒指蛋面尺寸約為 15x11.4x6.5 毫米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JADEITE AND DIAMOND RING

Set with a translucent oval jadeite of intense emerald green color,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Cabochon approximately 16 x 14 x 4.6 mm.

Set with an emerald green oval jadeite cabochon of good
translucency,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Cabochon approximately 15 x 11.4 x 6.5mm.

RMB: 50,000-150,000

RMB: 3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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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7
天然紫羅蘭翡翠配鑽石掛墜
天然滿綠蛋面翡翠鑲嵌鑽石掛墜
戒指蛋面尺寸約為 22x19x12 毫米
LAVENDER JADEITE AND DIAMOND PENDANT
Set with a translucent oval jadeite cabochon of lavender
color,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Cabochon approximately 22 x 19 x 12 mm.
RMB: 480,000-680,000

6137

6135

6136

6138
天然紫色春帶彩翡翠手鐲
6135
天然翡翠珠配鑽石耳釘

6136
天然翡翠配鑽石耳釘

天然紫色春帶彩翡翠手鐲，內直徑及厚度約 58x 16.2 x 10.0 毫米

天然滿綠圓型盤狀翡翠鑲嵌鑽石及蛋面翡翠耳釘
圓型盤狀翡翠尺寸約為 15.9x4.9 毫米

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of lavender color suffused with deep
celadon patches.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8 x 16.2 x10.0 mm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EARRINGS

RMB: 20,000-50,000

天然冰種翡翠珠鑲嵌鑽石及天然翡翠珠耳釘
冰種翡翠珠尺寸約為 16 到 16.3 毫米 , 翡翠珠尺寸約為 6 毫米

LAVENDER JADEITE AND JADEITE BANGLE

PAIR OF JADEITE AND DIAMOND EARRINGS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translucent icy jadeite bead,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and surmounted by emerald
green jadeite bead.
Icy jadeite beads approximately 10 to 10.6 mm, jadeite beads
approximately 6mm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circular jadeite disc of good
translucency and brilliant green, embellished with circular-cut
diamonds and surmounted by cylindrical jadeite.
jadeite discs approximately 15.9x4.9 mm.

RMB: 30,000-100,000

RMB: 480,000-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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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9
天然紫色翡翠耳釘
天然紫色翡翠耳釘，耳釘蛋面尺寸約為 12x14x7.3 毫米
PAIR OF LAVENDER JADEITE EARRINGS
The pair of earrings, each set with a translucent round jadeite
cabochon of lavender color.
Cabochons approximately 12 x 14 x 7.3 mm.
RMB: 10,000-50,000

6139

6141

6140
天然紫色翡翠手鐲
天然紫色翡翠手鐲，內直徑及厚度約 54x 12.0 x 8.5 毫米

6141
天然紫色翡翠手鐲

LAVENDER JADEITE BANGLE

天然紫色翡翠手鐲，內直徑及厚度約 53 x 13.3 x 9.6 毫米

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of lavender color throughout with
splashes of light celadon tone.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4x 12.0 x 8.5mm.

LAVENDER JADEITE BANGLE

RMB: 5,000-30,000

The translucent jadeite bangle of lavender color throughout with splashes
of light celadon tone.
Inner diameter and thickness approximately 53 x 13.3 x 9.6 mm
RMB: 5,000-30,000

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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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愛彼  玫瑰金大小自鳴三問腕錶，限量編號 15
·手動上弦波紋擒縱機芯 2890，55 顆寶石，三鋼槌敲打圈簧報時 ·玫瑰
金錶殼，2 時位置設滑桿大自鳴 / 小自鳴 / 靜音，10 時位置按鈕啟動報時裝
置·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愛彼精玫瑰金疊式錶扣
附帶原廠證書及錶盒
Audemars Piguet
ROSE GOLD MINUTE-REPEATING GRANDE AND PETITE SONNERIE
WRISTWATCH NO 15 GRANDE SONNERIE CARILLON
· cal. 2890 manual winding damascened nickel lever movement, 55
jewels, repeating on coiled gongs with 3 polished steel hammers · rose
gold case with lever at 2 o'clock indicating grande/petite sonnerie or
silence, push button to release repeating mechanism at 10 o'clock·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 rose gold Audemars Piguet deployant
clasp
Accompanied by Audemars Piguet certificate and a presentation box.
RMB: 50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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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
百達翡麗  白金懷錶
· 手動上弦擒縱機芯，印有日內瓦印記 · 藍色錶盤，立體條狀時標 ·
18k 白金枕形錶殼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6144
伯爵  女裝白金鑲鑽手動上鏈腕錶
· 手動上弦機芯 · 鑲鑽錶盤 · 18k 白金錶殼 · 錶殼、錶盤、機芯及鍊
帶印有品牌標誌 · 備伯爵 18k 白金錶扣

Patek Philippe
A WHITE GOLD OVAL OPEN-FACED WATCH
·manual winding nickel lever movement stamped with the Geneva seal ·
blue dial, applied baton indexes · 18k white gold oval case · case, dial,
movement signed
RMB: 200,000 - 300,000

Piaget
A LADY'S WHITE GOLD DIAMOND-SET WRISTWATCH
· manual winding nickel lever movement · pavé-set diamond dial ·
18k white gold case · case, dial, movement and bracelet signed·with
an 18k white gold Piaget buckle
RMB: 11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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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5
伯爵  黃金鑲鑽鍊帶自動上鏈腕錶備蛋白石錶盤

6146
法蘭克穆勒  粉紅金自動上鏈腕錶

· 自動上弦寶石機芯 · 蛋白石錶盤 · 18K 黃金圓形錶殼，鑲鑽錶圈 ·

· 自動上弦機芯 · 黑色錶盤，手繪彩色阿拉伯數字 · 18k 粉紅金長方形

18K 黃金及鑲鑽錶帶 · 錶殼、錶盤、機芯和錶帶印有品牌標誌

錶殼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Franck Muller 18k 粉紅金錶
扣

Piaget
A LADY'S YELLOW GOLD AND DIAMOND-SET BRACELET WATCH
BLACK OPAL 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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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k Muller
A PINK GOLD RECTANGULAR AUTOMATIC WRISTWATCH COLOR
DREAMS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black opal dial · 18k yellow gold
circular case, diamond-set bezel · 18kyellow gold integrated textured
and pavé-set diamondbracelet · case, dial, movement and bracelet
signed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black dial, painted color radial
Arabic numerals · 18k pink gold rectangular case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pink gold Franck Muller buckle

RMB: 130,000-300,000

RMB: 80,000-160,000

2017/12/6 17:05:24

6147
法蘭克穆勒  粉紅金自動上鏈鑲鑽腕錶

6148
法蘭克穆勒  粉紅金自動上鏈鑲鑽腕錶備珍珠母貝錶盤

· 自動上弦機芯 · 銀色錶盤，手繪彩色阿拉伯數字 · 18k 粉紅金長方形
鑲鑽錶殼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Franck Muller 18k 粉紅
金錶扣
Franck Muller
A PINK GOLD AND DIAMOND-SET RECTANGULAR AUTOMATIC
WRISTWATCH  LONG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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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上弦機芯 · 珍珠母貝錶盤· 18k 粉紅金長方形鑲鑽錶殼 · 錶殼、
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Franck Muller 18k 粉紅金錶扣
Franck Muller
A PINK GOLD AND DIAMOND-SET RECTANGULAR AUTOMATIC
WRISTWATCH WITH MOTHER-OF-PEARL DIAL LONG ISLAND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silver dial, painted color radial
Arabic numerals · 18k pink gold pavé-set diamond rectangular case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pink gold Franck
Muller buckle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mother-of-pearl dial · 18k
pink gold pavé-set diamond rectangular case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pink gold Franck Muller buckle

RMB: 80,000-160,000

RMB: 120,000-240,000

2017/12/6 17:05:26

6149
法蘭克穆勒  白金鑲鑽自動上鏈腕錶
· 石英機芯，單一金屬擺輪 · 鑲鑽錶盤· 18k 白金方形鑲鑽錶殼· 錶殼、
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Franck Muller 18k 白金鑲鑽錶扣
Franck Muller
A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SQUARE WRISTWATCH
• quartz movement, mono-metallic balance • pavé-set diamond dial,
Roman numerals•18k white gold pavé-set diamond square case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Franck Muller buckle
RMB: 258,000-340,000

6150
蕭邦  「HAPPY DIAMONDS」女裝白金鑲鑽心形自動上鏈腕錶
· 自動上弦寶石機芯 · 鑲鑽錶盤 · 18K 白金鑲鑽錶殼亮面錶殼 ·備蕭
邦 18K 白金錶扣
附帶原廠證書及錶盒
Chopard
A LADY'S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HEART-SHAPED
WRISTWATCH HAPPY DIAMONDS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pavé-set diamond dial · 18k white
gold heart-shaped   pavé-set diamond case · with a 18k white gold
Chopard buckle.
RMB: 12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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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
格拉蘇蒂 「ARABIC DREAM」粉紅金鑲鑽自動上鏈腕錶
·自動上弦擒縱機芯，單一金屬擺輪，21k 金擺陀 ·黑色扭索紋面盤，
鑲鑽石偏心時間顯示及小三針 ·18k 粉紅金錶殼，鑲鑽石錶圈及黑瑪
瑙錶冠，藍寶石水晶背透蓋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備格
拉蘇蒂 18k 粉紅金鑲鑽石錶扣
A PINK GOLD AND DIAMOND-SET WRISTWATCH WITH DATE AND
POWER RESERVE INDICATION
ARABIC DREAM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mono-metallic balance, 21k gold
rimmed rotor · black guilloché dial, eccentric time display center
ornamental with golden applique and brilliant-cut diamonds, subsidiary
dial for constant seconds, sector for power reserve indication,
aperture for date · 18k pink gold and diamond-set circular case,
black onyx-set crown,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secured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pink gold and diamond-set
Glashütte Original buckle
RMB: 305,000-400,000

6151
愛馬仕  女裝白金鑲鑽自動上鏈腕錶，NO 2916751
· 自動上弦寶石機芯 · 鑲鑽石錶盤 · 18K 白金鑲鑽錶殼亮面錶殼 ·備
Hermès 18K 白金摺疊式錶扣
Hermès
A LADY'S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WRISTWATCH CASE
2916751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pavé-set diamond dial • 18k white
gold pavé-set diamond case • with a 18k white gold Hermès folding
buckle.
RMB: 1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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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4
雅典  「THE FREAK DIAVOLO」白金卡羅素陀飛輪腕錶備 60 分鐘旋轉機芯、雙擒縱機構及 7 日
動力儲存
·手動上弦擒縱機芯，專利雙向擒縱機構，7 日動力儲存 ·啞光黑色錶盤，阿拉伯數字，上層橋板備擒縱機構、
齒輪組及其它部件作為分針裝置，下層發條鼓搭載輪心軸控制小時顯示 ·18k 白金錶殼，凹鋸齒紋雙向錶圈
調校時間，藍寶石水晶背透蓋旋轉上弦 ·錶殼、錶盤和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備雅典 18K 白金雙摺疊錶扣
Ulysse Nardin
A WHITE GOLD CARROUSEL TOURBILLON WRISTWATCH WITH DUAL ESCAPEMENT AND 7-DAY
POWER RESERVE
THE FREAK DIAVOLO
· manual winding nickel lever movement with 7-day power reserve, patented dual escapement · black
dial with Arabic numerals, upper bridge fitted with balance wheel, escapement and gear train as minute
hand, lower wheel arbor carried by the black barrel-drum as hour hand · 18k white gold circular case,
notched bi-directional rotating bezel for time setting, rotating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for winding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white gold Ulysse Nardin folding buckle
RMB: 750,000-1,100,000

6153
豪爵  白金鑲鑽手動上鏈陀飛輪腕錶備日期、動力儲存顯示及珠母貝錶盤
·手動上弦擒縱機芯，印有日內瓦印記，單一金屬擺輪在一分鐘陀飛輪支架內旋轉 ·珠母貝錶盤，羅馬數字，
日期視窗，扇形視窗顯示動力儲存，另一視窗展示陀飛輪支架 ·18K 白金鑲鑽方形錶殼，藍寶石水晶背透蓋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備豪爵 18K 白金摺疊式錶扣
Roger Dubuis
A WHITE GOLD AND DIAMOND TOURBILLON WRISTWATCH WITH DATE, MOTHER-OF-PEARL DIAL
AND POWER RESERVE INDICATION
• manual winding nickel lever movement stamped with Geneva Seal, mono-metallic balance rotating within
an one-minute tourbillon carriage • mother-of-pearl dial, Roman numerals, aperture for date, fan-form sector
for power reserve indication, aperture to reveal tourbillon carriage • 18k white gold and diamond square
case,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white gold RD folding
buckle
RMB: 1,1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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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5
卡地亞  「BALLON BLEU」白金飛行陀飛輪腕錶
· 手動上弦擒縱機芯 9452 MC，印有日內瓦印記，19 顆寶石，單一金屬
擺輪於一分鐘陀飛輪托架內旋轉 · 銀色穿孔錶盤配灰色車床雕刻飾紋背
景，羅馬和條狀數字時標，視窗透視一分鐘浮動式陀飛輪及秒鐘 · 18k 白
金錶殼，鑲蛋面藍寶石錶冠，藍寶石水晶玻璃透蓋· 錶殼、錶盤和機芯印
有品牌標誌 · 備卡地亞 18k 白金折叠錶扣
Cartier
A WHITE GOLD FLYING TOURBILLON WRISTWATCH BALLON BLEU
· cal. 9452 MC manual winding nickel lever movement stamped with
the Geneva seal, 19 jewels, mono-metallic balance rotating within a oneminute tourbillon carriage · silvered pierced dial with gray engine-turned
background, Roman and baton numerals, aperture to reveal one-minute
flying tourbillon indicating constant seconds ·18k white gold case,
cabochon sapphire-set crown,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white gold Cartier deployant clasp
RMB: 615,000 - 700,000

6156
歐米茄  「CONSTELLATION」白金及鑲鑽自動上鏈鍊帶腕錶備日
期顯示
· 自動上弦機芯， 銀色錶盤，立體正方形鑲鑽時標，日期視窗，大三針 ·
18K 白金錶殼，鑲鑽石錶圈 · 備歐米茄 18k 白金錬帶連摺疊式錶扣 · 錶殼、
錶盤、機芯及錬帶印有品牌標誌
Omega
A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AUTOMATIC CENTER SECONDS
BRACELET WATCH
CONSTELLATION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mono-metallic balance · sliver dial
with applied square diamond-set indexes, date aperture, center seconds
· 18k white gold case diamond-set bezel · with18k white gold Omega
bracelet and folding clasp · case, dial, movement and bracelet signed
RMB: 90, 000 -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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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8
萬國   IW390502 型號「PORTUGUESE YACHT CLUB」精鋼自
6157
歐米茄  「CONSTELLATION」黃金及鑲鑽自動上鏈鍊帶腕錶備日
期顯示
· 自動上弦機芯， 黑色錶盤，立體正方形鑲鑽時標，日期視窗，大三針 ·
18K 黃金錶殼 · 備歐米茄 18k 黃金錬帶連摺疊式錶扣 · 錶殼、錶盤、機
芯及錬帶印有品牌標誌
Omega
A YELLOW GOLD AND DIAMOND-SET AUTOMATIC CENTER
SECONDS BRACELE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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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上鏈計時腕錶備日期顯示，錶殼編號 3662400
· 自動上弦寶石機芯 · 銀面錶盤，阿拉伯數字，小錶盤顯示秒數、60 分
鐘及 12 小時計時，日期視窗 ·精鋼錶殼，旋入式藍寶石水晶背透蓋 ·錶殼、
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萬國精鋼摺疊式錶扣
附帶原廠證書及錶盒
IWC
A STAINLESS STEEL AUTOMATIC CHRONOGRAPH WRISTWATCH
WITH REGISTERS AND DATE
REF IW390502 CASE 3806378 PORTUGUESE YACHT CLUB

CONSTELLATION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mono-metallic balance · black dial
with applied square diamond-set indexes, date aperture, center seconds
· 18k yellow gold case with18k yellow gold Omega bracelet and folding
clasp · case, dial, movement and bracelet signed

· automatic jeweled movement · silvered dial, applied Arabic numerals,
subsidiary dials for constant seconds and 60-minute register combined
with 12-hour register, aperture for date · stainless steel case, screwdown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IWC stainless steel folding clasp
Accompanied by IWC certificate and a presentation box.

RMB: 130,000 - 160,000

RMB: 60,000-95,000

2017/12/6 17:05:34

6160
崑崙  「TI-BRIDGE TOURBILLON」黃金鑲鑽陀飛輪腕錶
· 手動上弦機飛體陀飛輪機芯 CO 022 · 半鏤空鑲鑽錶盤，飛體陀飛輪 ·
18K 黃金錶殼，鑲鑽錶圈、錶耳及錶側，錶冠經特別設計 · 錶殼、錶盤及
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昆崙 18K 黃金雙折疊扣
Corum
A YELLOW GOLD AND DIAMOND-SET TOURBILLON WRISTWATCH
TI-BRIDGE TOURBILLON
· manual winding cal. CO 022 baguette without upper bridge, flying
tourbillion movement · pavé-set diamond semi-skeletonized dial,
flying tourbillon with Corum key · 18k yellow gold case, diamond-set
bezel, lugs and bands, stylized crown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n 18k yellow gold Corum twin folding claps
RMB: 2,080,000 - 3,500,000

6159
崑崙  「TI-BRIDGE」限量版鈦金屬長方形鏤空腕錶
· 手動上弦單橋直線式擒縱機芯 · 鏤空錶盤 · 鈦金屬弧面長方形錶殼，
藍寶石玻璃背蓋由 4 顆螺絲固定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崑崙精鋼雙折疊錶扣
Corum
A LIMITED EDITION TITANIUM RECTANGULAR SKELETONIZED
WRISTWATCH TI-BRIDGE
· manual winding linear movement · skeletonized dial with two steel
arms supporting the movement · titanium rectangular curved case,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secured by 6 screws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 with a stainless steel Corum twin folding buckle
RMB: 6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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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雅克德羅  「THE HEURE CELESTE」女裝白金及鑲鑽自動上鏈腕
錶備琺瑯錶盤，編號 27
6161
崑崙  「GOLDEN BRIDGE」白金長方形鑲鑽腕錶

· 自動上弦機芯 2653.4，28 顆寶石 · 偏心白色琺瑯錶盤飾以鑲鑽石 ·18k
白金錶殼，掀扣式藍寶石水晶背透蓋 ·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 手動上弦擒縱機芯，單一金屬擺輪 · 鑲鑽錶盤· 18k 白金方形鑲鑽錶殼·
錶殼、錶盤及機芯印有品牌標誌 · 備 Franck Muller 18k 白金鑲鑽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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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Jaquet Droz 18k 白金及鑲鑽錶扣。
附帶原廠證書及錶盒

Corum
A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TONNEAU SKELETONIZED
WRISTWATCH GOLDEN BRIDGE

Jaquet Droz
A LADY'S WHITE GOLD AND DIAMOND SET AUTOMATIC
WRISTWATCH WITH ENAMEL DIAL NO 27 THE HEURE CELESTE

· manual winding foliate engraved skeletonized movement, straight line
lever escapement, mono-metallic balance · pavé-set diamond dial
· 18k white gold and diamond-set  tonneau case, winding crown at 6
o'clock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with an 18k white gold
Corum buckle

· cal. 2653.4 automatic movement, 28 jewels · eccentric white enamel
dial, surround by diamond set · 18k white gold case, snap-on sapphire
crystal display back · case, dial and movement signed ·with an 18k
white gold and diamond set Jaquet Droz buckle
Accompanied by Jaquet Droz certificate and a presentation box.

RMB: 1,100,000-1,550,000

RMB: 110,000-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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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
爱马仕 2012  托斯卡紫铂金包
TOGO 牛皮  银色配件
35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L.35xH.25xD.18cm
A TOGO BIRKIN  3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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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4
爱马仕 2013  孔雀绿铂金包
雾面鳄鱼皮 银色配件
35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L.35xH.25xD.18cm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A CROCODILE BIRKIN  3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ÈS, 2013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2017/12/6 17: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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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5
爱马仕 2013  法拉力红铂金包

6166
爱马仕特别订制 2011  樱花粉拼糖果粉拼梦幻紫

亮面鳄鱼皮 银色配件

epsom 牛皮 金色配件

35 公分

35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品相报告：1 级

L.35xH.25xD.18cm

L.35xH.25xD.18cm

A CROCODILE BIRKIN  3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ÈS, 2013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A EPSOM BIRKIN  35  WITH GOLD HARDWARE
HERMÈS, 2011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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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7
爱马仕特别订制 2013  糖果粉拼草莓红拼薰衣草紫

6168
爱马仕特别订制 2011  白色拼牛仔蓝

togo 牛皮  金色配件

togo 牛皮 银色配件

35 公分

35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品相报告：1 级

L.35xH.25xD.18cm

L.35xH.25xD.18cm

A TOGO BIRKIN  35  WITH GOLD HARDWARE
HERMÈS, 2013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A TOGO BIRKIN  3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ÈS, 2011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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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9
爱马仕 2012  白雪公主铂金包

6170
爱马仕 2011  唇膏粉铂金包

epsom 牛皮 金色配件

togo 牛皮  银色配件

30 公分

30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品相报告：1 级

L.30xH.20xD.15cm

L.30xH.20xD.15cm

A EPSOM BIRKIN  30 WITH GOLD HARDWARE
HERMÈS, 2012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0 w x 20 h x 15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A TOGO BIRKIN  30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ÈS, 2011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0 w x 20 h x 15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2017/12/6 17:05:47

17秋当代油画版式.indd 124-125

6171
爱马仕 2017  桑坦尼亚蓝铂金包

6172
爱马仕 2012  白色 CONSTANCE 包

epsom 牛皮 金色配件

epsom 牛皮  银色配件

30 公分

23 公分

品相报告：1 级

品相报告：1 级

L.30xH.20xD.15cm

L.23xH.15xD.5cm

A EPSOM BIRKIN  30 WITH GOLD HARDWARE
HERMÈS, 2017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0 w x 20 h x 15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A TOGO BIRKIN  3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HERMÈS, 2013
CONDITION REPORT GRADE: (1)
35 w x 25 h x 18 d cm
includes clochette, lock, keys, felt protector, leather card, rain cover,
ribbon, small dust bag , dustbag and box.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2017/12/6 17:05:49

6180
2006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日期：2006 年 10 月 04 日
说明：2006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5,000-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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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1
2005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6182
2003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日期：2005 年 11 月 21 日
说明：2005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6,000-55,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日期：2003 年 06 月 19 日
说明：2003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75,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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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3
2002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6184
2000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日期：2002 年 01 月 07 日
说明：2002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35,000-21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日期：2000 年 10 月 28 日
说明：2000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40,000-210,000

2017/12/6 17:06:00

6186
1998 年茅台酒（珍品·原箱）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 g
日期：1998 年 03 月 03 日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 82,000-125,000

6185
1999 年飞天牌茅台酒（一箱）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9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40,000-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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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7
1997 年茅台酒（原箱）
数量：12 瓶
度数：4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日期：1997 年 11 月 03 日
说明：1997 年出产的茅台酒，具有酱
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
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
均有包装盒。
RMB: 48,000 -88,000

2017/12/6 17:06:06

6188
1992 年飞天牌茅台酒（原箱）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375 ml
日期：1992 年 12 月 23 日
说明：1992 年出产的茅台酒，封盖为
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盖茅台”。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220,000-330,000

6190
1987 年五星牌茅台酒（原箱）

6189
1988 年茅台酒（方印珍品·原箱）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ml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5,000-55,000

17秋当代油画版式.indd 134-135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日期：1987 年 08 月 25 日
说明：“1987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又称
“无度茅台”，该商标在 1987 年至 1990 年间使用。具有酱香突出，
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410,000-620,000

2017/12/6 17:06:10

6191
2013 年茅台酒（国宴专供）

6193
2017 年茅台酒（人民大会堂陈年）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日期：2013 年 01 月 25 日
RMB: 78,000-120,000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日期：2017 年 09 月 29 日
RMB: 50,000-75,000

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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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2
2013 年茅台酒（国宴专供）

2017 年茅台酒（人民大会堂陈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日期：2013 年 01 月 25 日
RMB: 78,000-12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日期：2017 年 09 月 29 日
RMB: 100,000-150,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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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5

6196

2001 年茅台 50 年陈酿（金奖八十六周年·原箱）

2001 年茅台 50 年陈酿（金奖八十六周年·原箱）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RMB: 150,000-25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RMB: 30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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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7
2006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2006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7,000-42,000

6198
2005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4-2006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
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8,000-42,000

6199
2004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 g
说明：2004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9,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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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
2003 年贵州茅台酒

6202
2001 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2001-2003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
酒，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1-2003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
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8,000-60,000

RMB: 36,000-55,000

6201
2002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2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口味
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7,000-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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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3
2000 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
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48,000-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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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4
1999 年贵州茅台酒

6206
1997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0,000-75,000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
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2,000-78,000

6205
1998 年贵州茅台酒

6207
1996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0,000-75,000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55,00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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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8
2006 年贵州茅台酒

6210
2004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6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4,000-84,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 g
说明：2004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8,000-88,000

6209
2005 年贵州茅台酒

6211
2003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5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感纯正，口感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56,000-86,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2001-2003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
酒，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72,000-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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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2002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2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口味
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74,000-115,000

6213
2001 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1-2003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
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76,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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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2000 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96,000-150,000

6215
1999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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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
1998 年贵州茅台酒

6218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00,000-15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10,000-165,000

6217

6219

1997 年贵州茅台酒

1997-1999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04,000-158,000

数量：12 瓶
度数：4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30,000-60,000

1996 年贵州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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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0
2002-2006 年十五年陈酿（25 年）

6222
1999-2001 年十五年陈酿（30 年）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15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 不 低 于 15 年， 按 照 15 年 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45,000-67,000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15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不低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58,000-87,000

6221
2002-2006 年十五年陈酿（25 年）

6223
1999-2001 年十五年陈酿（30 年）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15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 不 低 于 15 年， 按 照 15 年 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90,000-135,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15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不低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116,000-1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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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2002-2006 年三十年陈酿（40 年）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 不 低 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85,000-127,000

6226
2004-2006 年五十年陈酿（65 年）

6225
1999-2001 年三十年陈酿（45 年）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
龄 不 低 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
年贵州茅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
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
突出、幽雅细腻、酒体圆润醇厚、
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
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风格。
RMB: 85,000-1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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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年贵州茅
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
酒体圆润醇厚、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
风格。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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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7
2004-2006 年三十年陈酿（65 年）

6228
1999-2001 年五十年陈酿（70 年）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5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年贵州茅
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
酒体圆润醇厚、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
风格。
RMB: 240,000-36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30 年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基酒酒龄不低于 15 年，按照 15 年陈年贵州茅
台酒标准精心勾兑而成，未添加任何香气。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
酒体圆润醇厚、回味悠长、老熟芳香舒适显著，空杯留香持久的酒体
风格。
RMB: 270,000-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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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6229

1993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1995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
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
装盒。
RMB: 94,000-150,000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90,000-150,000

6232
6230
1994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92,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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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
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
装盒。
RMB: 95,000-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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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1991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95,000-155,000

6235
1989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
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
装盒。
RMB: 125,000-188,000

6236
6234
1990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08,000-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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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88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
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
又称“无度茅台”，该商标在
1987 年 至 1990 年 间 使 用。 具
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30,000-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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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7
1987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6238
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970g
说明：1987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又称“无
度茅台”，该商标在 1987 年至 1990 年间使用。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35,000-21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
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80,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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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9
1995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624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
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80,000-280,000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盖茅台”。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
均有包装盒。
RMB: 184,000-290,000

1994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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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1992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90,000-290,000

6241
1993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盖茅台”。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
均有包装盒。
RMB: 188,000-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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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
1991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90,000-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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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6
6244
1991-1996 年飞天牌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375 ml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均有包装盒。具有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135,000-215,000

1990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216,000-330,000

6247
6245
1991-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4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均有包装盒。具有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48,000-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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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飞天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
酒，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
称为“铁盖茅台”。具有酱
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
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250,000-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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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8
1988 年飞天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970g
说明：1988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
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
又 称“ 无 度 茅 台”， 该 商 标 在
1987 年 至 1990 年 间 使 用。 具
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
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
点，均有包装盒。
RMB: 260,000-390,000

6250
1986 年五星牌茅台酒（地方国营）
数量：6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酒标右下角写“地方国营茅台
酒厂出品”，俗称“地方国营”，
该商标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间
使用。
RMB: 162,000-250,000

6249
1987 年五星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970g
说明：1987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
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
又 称“ 无 度 茅 台”， 该 商 标 在
1987 年 至 1990 年 间 使 用。 具
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
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
点，均有包装盒。
RMB: 270,000-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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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
1985 年五星牌茅台酒（地方国营）
数量：6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酒标右下角写“地方国营茅台
酒厂出品”，俗称“地方国营”，
该商标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间
使用。
RMB: 162,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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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
1984 年五星牌茅台酒（地方国营）
数量：6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酒标右下角写“地方国营茅台
酒厂出品”，俗称“地方国营”，
该商标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间
使用。
RMB: 162,000-250,000

6254
1980-1982 年五星牌茅台酒（全棉纸三大革命）
6253
1983-1986 年 五 星 牌 茅 台 酒（ 棉
纸地方国营）
数量：6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酒标右下角写“地方国营茅台
酒厂出品”，俗称“地方国营”，
该商标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间
使用。
RMB: 170,000-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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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6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1980 年 -1982 年间俗称“三大革命”茅台酒瓶为乳白玻璃，塑料
内塞螺旋盖和带有内垫的八角螺旋盖，外封封膜，此酒口感独特，窖香、
陈香突出、是陈年茅台酒中的典范。
RMB: 180,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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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6
1987-1990 年飞天牌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87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
盖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
数，又称“无度茅台”，该商标
在 1987 年 至 1990 年 间 使 用。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250,000-380,000

6255
1987-1990 年飞天牌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87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又称
“无度茅台”，该商标在 1987 年至 1990 年间使用。具有酱香突出，
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125,000-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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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7
1985 年飞天牌茅台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说明：“飞天”又称“飞仙”，系当年
外销专用商标，从五十年代末
一直沿用至今。1985 年前规格
为一市斤 540mL，之后包装的
500mL，俗称“大飞天茅台”。
RMB: 16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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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8
1983-1984 年 飞 天 牌 茅 台 酒（ 大
飞天）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40ml
重量：约 1020g
说明：“飞天”又称“飞仙”，是出口
专用商标，自 50 年代末沿用至
今，在其出场之后，凡需用茅台
酒的外交场合，无不出现其踪
影，“飞天”商标茅台酒成为一
座新中国与系国际政治、经济、
文化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桥梁，随
着飞天牌茅台酒的外销，将中国
的文化远播世界。系当年外销专
用商标，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沿用
至今。1985 年前规格为一市斤
540mL， 之 后 包 装 的 500mL，
俗称“大飞天茅台”。
RMB: 162,000-250,000

6260
1999-2000 年珍品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
为“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
中期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
采用窖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
具有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
味绵甜之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98,000-150,000

6259
1980-1983 年 飞 天 牌 茅 台 酒（ 大
飞天）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40ml
重量：约 1060g
说明：“飞天”又称“飞仙”，是出口
专用商标，自 50 年代末沿用至
今，在其出场之后，凡需用茅台
酒的外交场合，无不出现其踪
影，“飞天”商标茅台酒成为一
座新中国与系国际政治、经济、
文化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桥梁，随
着飞天牌茅台酒的外销，将中国
的文化远播世界。系当年外销专
用商标，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沿用
至今。1985 年前规格为一市斤
540mL， 之 后 包 装 的 500mL，
俗称“大飞天茅台”。
RMB: 162,000-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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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
1997-1998 年珍品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
为“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
中期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
采用窖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
具有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
味绵甜之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105,000-1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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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1995-1996 年珍品茅台酒

6264
1989-1990 年珍品茅台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192,000-290,000

RMB:235,000-360,000

6263
1991-1994 年珍品茅台酒

6265
1989-1990 年珍品茅台酒（曲印）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
为“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
中期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
采用窖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
具有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
味绵甜之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198,000-300,000

RMB:150,000-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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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6
1988 年珍品茅台酒（方印）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170,000-270,000

6268
1985 年特供黑酱茅台酒
6267
1987 年珍品茅台酒（一七〇四）
数量：6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86 年茅台酒厂推出豪华型珍
品茅台酒，
商标左下方印有
“一七
0 四”字样，顾称之为一七 0 四
珍品，古香古色的格调，并获
得第十三届亚洲包装评比大会
“亚洲之星”的包装奖。1704
珍品茅台酒，是精心勾兑，酒
质远远高于统一时期的普通茅
台酒，是陈年茅台酒的极品，
酱 香 突 出， 绵 甜 柔 顺、 回 甘、
生津。实为琼浆玉液。

数量：1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一市斤
重量：约 1030g
日期：1985 年 11 月 9 日
说明：“酱茅、黄茅曾年均是人民大会堂。钓鱼岛国家馆特供酒，被称“政
治酒”“外交酒”是早期的高档非卖品是八十年代陈年茅台酒中的
极品。
RMB: 45,000-95,000

RMB:180,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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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9
1984 年特供黄酱茅台酒
数量：1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一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酱茅、黄茅曾年均是人民大会堂。钓鱼岛国家馆特供酒，被称“政
治酒”
“外交酒”是早期的高档非卖品是八十年代陈年茅台酒中的极品。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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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0
1983-1984 年特供黄飞天茅台酒
数量：1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一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酱茅、黄茅曾年均是人民大会堂。钓鱼岛国家馆特供酒，被称“政
治酒”
“外交酒”是早期的高档非卖品是八十年代陈年茅台酒中的极品。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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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2
1974 年代五星牌茅台酒

6271
1972 年代初葵花牌茅台酒（飘带）

数量：1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540ml
说明：1972 年茅台产量为 550 吨，出口产量为 118 吨。
RMB: 100,000-200,000

数量：1 瓶
度数：约 53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20g
说明： “葵花牌”为中国粮油进出口标识，在国内销售很少。1966 年文革
开始后茅台酒原出口商标“飞天牌”（也称飞仙）因有封建传统色彩，
1970 年被停止使用，随即更改为具有红色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的
“葵花牌”商标。由于更换了标识影响了茅台酒在国外的销量，于是
从 1975 年又重新更名为“飞天牌”。1975 年－ 1983 年间有极少部
分“葵花”商标重新使用于内销。
RMB: 9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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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4
2005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4-2006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
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40,000-210,000

6273
2006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4-2006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135,000-210,000

6275
2004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 g
说明：2004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45,000-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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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6
2003 年牌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2001-2003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
酒，口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80,000-270,000

6277
2002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g
说明：2002 年出产贵州茅台酒，口味
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85,000-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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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8
2001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40 g
说明：2001 年出产的贵州茅台酒，口
味纯正，酒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190,000-290,000

6279
2000 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
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40,000-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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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
1999 年贵州茅台酒

6282
1997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50,000-380,000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
体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60,000-390,000

6281
1998 年贵州茅台酒

6283
1996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250,000-380,000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1993-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275,000-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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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4
1997-2000 年贵州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4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97-2000 年出产的蓝白防伪
标贵州茅台酒，口味纯正，酒体
细腻柔顺。
均有原包装盒。
RMB: 90,000-180,000

6286
1993-1994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6285
1995-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86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空杯
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460,000-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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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60g
说明：1991-1994 年出产，被称为“铁盖茅台”，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
回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点，均有包装盒。
RMB: 470,000-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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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8
1991-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375 ml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均有包装盒。具有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335,000-520,000

6287
1991-1992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盖茅
台”。，均有包装盒。具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陈香悠长，
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480,000-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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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9
1991-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375 ml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均有包装盒。具有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335,000-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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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0
1991-1996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43 ｏ
规格：500 ml
说明：1991 年 1996 年出产的茅台酒，
封盖为铝制金属盖，被称为“铁
盖茅台”。，均有包装盒。具有
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
RMB: 120,000-180,000

6292
1987-1988 年茅台酒（铁盖）

6291
1989-1990 年贵州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1989 年出产的，被称为“铁盖
茅台”。因瓶身没有表明度数，
又 称“ 无 度 茅 台”， 该 商 标 在
1987 年 至 1990 年 间 使 用。 具
有酱香突出，酒体醇厚丰满，回
味陈香悠长，空杯留香持久之特
点，均有包装盒。
RMB: 650,000-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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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飞天”又称“飞仙”，系当年外销专用商标，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沿
用至今。1985 年前规格为一市斤 540mL，之后包装的 500mL，俗称“大
飞天茅台”。
RMB: 680,000-1,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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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4
1999-2000 年珍品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270,000-420,000

6293
1987-1989 年飞天牌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飞天”又称“飞仙”，系当年外销专用商标，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沿
用至今。1985 年前规格为一市斤 540mL，之后包装的 500mL，俗称“大
飞天茅台”。
RMB: 650,000-980,000

6295
1997-1998 年珍品茅台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
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
“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
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
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
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280,000-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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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6
1995-1996 年珍品茅台酒（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6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
为“珍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
用窖藏多年的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
绵甜之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RMB:480,000-7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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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7
1991-1994 年珍品茅台酒（铁盖）

6298
1985 年飞天牌茅台酒（老飞天）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重量：约 970g
说明：酒标正面写“珍品贵州茅台酒”有纸盒、木盒两重包装，被称为“珍
品茅台”，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生产的高档茅台酒，采用窖藏多年的
陈酒勾兑而成，具有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绵甜之特点。
均有原包装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RMB: 750,000-1,250,000

RMB:5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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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9
1983-1986 年五星牌茅台酒（棉纸地方国营）
数量：30 瓶
度数：约 54 ｏ
规格：1 市斤
重量：约 1030g
说明：
“酒标右下角写“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出品”，俗称“地方国营”，
该商标在 1983 年至 1986 年间使用。
RMB: 9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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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
1996-1997 年五粮液

6301
1993-1995 年五粮液（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美，
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28,000-42,000

数量：12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美，
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52,000-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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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3
80 年代泸州老窖特曲
数量：12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泸州老窖头曲” ，无色透明，
窖香浓郁，清洌甘爽，饮后尤香，
回味悠长。具有浓香、醇和、味
甜、回味长的四大特色。
RMB: 25,000-50,000

6302
1991-1992 年五粮液（铁盖）
数量：12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82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美，
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72,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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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
90 年代初董酒（红标）
数量：12 瓶
度数：59 ｏ
规格：500ml
说明：“董酒”为“董香型”，又称“药
香型”，1993 年 7 月份之前的
董酒含有虎骨、犀角、麝香、穿
山甲等一百余种名贵中药材，具
有驱寒活络、促进血液循环、消
除疲惫、宽胸顺气等功能，酒体
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特殊芳香。
RMB: 3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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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5
80 年代董酒（白标）
数量：12 瓶
度数：59 ｏ
规格：500ml
说明：“董酒”为“董香型”，又称“药香型”，
1993 年 7 月份之前的董酒含有虎骨、犀
角、麝香、穿山甲等一百余种名贵中药材，
具有驱寒活络、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惫、
宽胸顺气等功能，酒体醇厚丰满、回味
悠长、特殊芳香。
RMB: 45,000-85,000

6306
90 年代初古井贡酒
数量：12 瓶
度数：55 ｏ
规格：500ml
说明：“古井贡酒”属浓香型，入口绵甜，醇
香清怡，口感饱满，并且在醇香柔顺中
透着幽香。
RMB: 25,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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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7
90 年代剑南春
数量：12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ml
说明：“剑南春”为浓香型，芳香浓郁，
醇和回甜，香味协调，恰到好处
RMB: 18,000-38,000

6308
90 年初剑南春（白盖）
数量：12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ml
说明：“剑南春”为浓香型，芳香浓郁，
醇和回甜，香味协调，恰到好处
RMB: 25,000-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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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9
90 年代初汾酒
数量：12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
纯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
香之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
马万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
大奖。
RMB: 15,000-35,000

6311
1986 年汾酒
数量：12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纯
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香之
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马万
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
RMB: 25,000-55,000

6310
80 年代汾酒
数量：12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
纯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
香之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
马万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
大奖。
RMB: 18,000-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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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1990-1996 年北京红星二锅头
数量：12 瓶
度数：56 ｏ
规格：500 ml
RMB: 18,000-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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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1996-1997 年五粮液
数量：30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
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
美，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70,000-105,000

6315
1991-1992 年圆鼓五粮液（铁盖）

6314
1993-1995 年五粮液（铁盖）

数量：30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82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美，
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180,000-360,000

数量：30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 ml
重量：约 950g
说明：“五粮液”是浓香型的代表，多
粮香型，具有喷香浓郁，醇厚甘
美，回味悠长之特点。
RMB: 13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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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7
90 年代初董酒（红标）
数量：30 瓶
度数：59 ｏ
规格：500ml
说明：“董酒”为“董香型”，又称“药
香型”，1993 年 7 月份之前的
董 酒 含 有 虎 骨、 犀 角、 麝 香、
穿山甲等一百余种名贵中药材，
具有驱寒活络、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疲惫、宽胸顺气等功能，
酒体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特
殊芳香。
RMB: 75,000-150,000

6316
90 年代泸州老窖特曲
数量：30 瓶
度数：52 ｏ
规格：500ml
说明：“泸州老窖头曲” ，无色透明，窖香浓郁，清洌甘爽，饮后尤香，回
味悠长。具有浓香、醇和、味甜、回味长的四大特色。
RMB: 60,000-120,000

6318
90 年代初古井贡酒
数量：30 瓶
度数：55 ｏ
规格：500ml
说明：
“古井贡酒”属浓香型，入口绵甜，
醇香清怡，口感饱满，并且在
醇香柔顺中透着幽香。
RMB: 63,000-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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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
90 年代初汾酒
数量：30 瓶
度数：53 ｏ
规格：50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纯
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香之
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马万
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
RMB: 38,000-58,000

6320
80 年代汾酒
数量：30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纯
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香之
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马万
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大奖。
RMB: 45,00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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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1986 年汾酒
数量：30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
纯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
香之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
马万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
大奖。
RMB: 63,000-98,000

6322
1984 年汾酒
数量：30 瓶
度数：60 ｏ
规格：540mL
说明：“汾酒”被称为清香型的鼻祖，
典型的中国烧酒，清香幽雅、
纯净柔和、回味爽口、饮后余
香之特点。1915 年汾酒在巴拿
马万国博展会上荣获甲等金质
大奖。
RMB: 63,000-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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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1990-1996 年北京红星二锅头

6324
1990-1996 年北京红星二锅头

数量：30 瓶
度数：56 ｏ
规格：500 ml
RMB: 45,000-85,000

数量：30 瓶
度数：56 ｏ
规格：500 ml
RMB: 45,000-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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