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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 2019 年
珍贵名表秋季拍卖
领衔拍品
百达翡丽 Skymoon Tourbillon 型号 5002 粉红金双表盘腕表
估价：700 万 至 1,000 万港元

同场呈献
两枚首度上拍之劳力士及百达翡丽特别时计

一系列运动时计及珠宝手表

预展：10月3日至10月7 日｜拍卖：10月8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一

香港，2019年9月4日

承接春拍佳绩，香港蘇富比珍贵名表秋季拍卖将于10月8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带来一场融合古今珍罕时计的盛宴。这次秋拍将囊括超过390枚不同种类的珍贵时计，由早期怀表到古
董运动腕表及现代复杂功能时计，以飨不同藏家。
蘇富比钟表部环球主管庄瀚森（Sam Hines）表示：「在全球各地多个拍场的亮眼成绩推动下，蘇富比以 5,900
万美元总成交额领导 2019 年钟表拍卖市场。我们致力于即将举行之香港秋季拍卖会中秉承佳绩，为藏家呈献
一系列精心挑选之重要时计。本季领衔拍品为百达翡丽 Skymoon Tourbillon 型号 5002 粉红金双表盘腕表，拍
卖会亦同时带来多款劳力士运动时计，及出自积家、Jacob & Co、Graff 及伯爵等多枚瑰丽珠宝腕表，精彩可
期。」

领衔拍品
百达翡丽
Skymoon Tourbillon 型号 5002 非凡罕有重要粉红金双表盘腕表，备 12 项复杂功能包括
大教堂音簧三问、陀飞轮、万年历、恒星时间显示、星体移动苍穹图、月相及月行轨迹，
机芯编号 5000449，表壳编号 4492453，约 2011 年制
估价：7,000,000 至 10,000,000 港元
5002 型号于 2001 年推出，配备大教堂音簧三问报时功能及陀飞轮。正表盘为用家呈显标准
时间、万年历备逆跳日期及月相显示。受「Star Calibre 2000」型号怀表的启发下，百达翡丽
为「Skymoon Tourbillon」腕表特制微型星体运行图。背表盘具天文功能，显示北半球星空、
恒星时间、星体移动苍穹图及月相显示。5002 型号堪称当代时计经典之作，而这次上拍的腕
表整体品相极佳。

两枚首度上拍之劳力士及百达翡丽特别时计
劳力士
Cosmograph Daytona 型号 16528
独特黄金计时炼带腕表，备红色表盘及悬浮 Cosmograph 标志，表壳编号 E3333654，
约 1990 年制
估价: 1,600,000 至 3,000,000 港元
劳力士自动上链 Daytona 于 1988 年首次推出市场时，以 Zenith El Primero 400 机芯颠覆业界
对运动时计的认知。此枚拍品为已知中唯一以深红色为表面之劳力士 Daytona，同时具备悬
浮品牌标志及在 12 小时小表盘上的倒转「6」字均令腕表更具独特性。拍品直至最近才首次
被发现，品相良好，将首度登上拍场。

百达翡丽
型号 5020
独特及重要铂金万年历计时炼带腕表，备月相、闰年、24 小时显示及特别蓝色表盘及夜光徽纹，
机芯编号 3049321，表壳编号，2008 年制
估价：4,500,000 至 6,500,000 港元

因其枕形表壳设计而被称为「电视萤幕」（TV Screen）的 5020 型号于 1994 年推出，投产 8 年，供
黄金、粉红金、白金及铂金四个款式。型号当时被视为商业失败，出产少于 200 枚，而当时已知的
只有 7 枚铂金款被制成。今次上拍的腕表来自一名非常重要藏家，品相极佳，不但可视为市场上最
重要的一枚 5020 型号腕表，亦为市场上发现到的第 8 枚铂金款式。

极具历史价值之百达翡丽怀表
百达翡丽
精钢天文台怀表，备陀飞轮擒纵及双色表盘，机芯编号 198381，表壳编号 416638，1924 年制，
1935 年售
估价：4,000,000 至 8,000,000 港元
制于 1924 年，此怀表在技术及历史上均具价值。怀表的陀飞轮擒纵由制表师 James. C. Pellaton
设计，并再由大师 Jules Golay-Audemars 加以调整。文学记载，此怀表表盘装于精钢表壳中，使
其成为私人收藏中唯一一枚精钢陀飞轮擒纵。拍品在 1931 年日内瓦天文台计时器比赛中获得第
一名，此殊荣仅与另一枚 1928 年制、现藏于百达翡丽博物馆中的精钢陀飞轮擒纵共享。拍品配
件包括备用蓝色时针、黄金表壳及刻有百达翡丽 416638 编号之表盒。

运动时计

劳力士
GMT-Master 型号 6542 精钢两地时间炼带腕表，备日期显示，表壳编号 461831，约 1960 年
制
估价：1,600,000 至 2,400,000 港元
第一枚「GMT-Master」6542 型号腕表于 1954 年诞生，因具备两地时间显示，方便跨越大西
洋飞行，因此推出后便成为了泛美航空的官方时计。此表品相极佳，并配以同样状况优良、
广受市场欢迎之 Bakelite 表圈。拍品在 2013 年首登拍场时，以约 260,000 瑞士法郎打破 6542
型号之世界拍卖纪录，蘇富比欣然于本季再次呈献此珍贵时计。

劳力士
Submariner "Big Crown Four Line" 型号 6538 精钢炼带腕表，备漆制表盘，
机芯编号 N724256，表壳编号 307167，约 1957 年制
估价：1,600,000 至 3,200,000 港元
6538 型号在 1955 年投产，其最为著名特色为其直径 8 毫米的 Brevet 表冠，而且表壳并无
表冠护桥，令人一见难忘。受辛康纳利（Sean Connery）于首出占士邦电影《铁金刚勇破
神秘岛》里的光环加持，令此型号名气急升。此表表盘于 6 点钟正上方具四行文字，较一
般的两行为多。拍品保存原装品相，状况极为完美，轮廓鲜明。

瑰丽珠宝手表
Jacob & Co.
Astronomia 型号 AT800.40.BD.BD.A 限量版粉红金及镶钻石镂空陀飞轮腕表，备旋转表盘，
表壳编号 750.800.及 9/18，约 2018 年制
估价：2,400,000 至 4,000,000 港元
此型号限量生产 18 枚，这次拍品于表壳上镶满长形钻石，突显其华丽珍贵。而佩戴此腕表的
真正乐趣为时间读取方法，表盘于表壳内自体旋转，从而伴随三颗卫星，分别为自转的地球、
月球及陀飞轮机芯 JCAM 10，更显制表师匠心独运。

Jaeger-LeCoultre
Montre Extraordinaire La Rose 型号 Q4803304 白金镶钻石、粉红蓝宝石、红宝石
及石榴石花形手镯腕表，表壳编号 2643460N 及 2/3，约 2010 年制
估价：1,600,000 至 3,200,000 港元
此腕表为「Montra Extraordinaire La Rose」系列一员，限量推出 3 枚，腕表表壳
镶满 1070 颗蓝宝石、25 颗钻石、900 颗红宝石和 1300 颗沙弗来石，瑰丽璀
璨。此手镯腕表表盘半掩于层层花瓣之下，花瓣镶有颜色深浅有致的红宝石，
而机芯 846 隐藏于花蕊之中，设计别有心思。

图片下载：
Dropbox: https://bit.ly/30TYhRg 或 Baidu: https://pan.baidu.com/s/1fYlyHsFXihFMUXImmajV_A (密码：kjj8)

编辑垂注
一) 香港蘇富比 2019 年秋季拍卖日程 (拍卖日程或有变动)
拍卖日期

拍卖项目

10 月 4 日

珍稀佳酿及烈酒—特别呈献PARK B. SMITH典藏珍酩
非凡布艮地名酒珍藏

10 月 5 日

现代艺术晚间拍卖
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晚间拍卖
慧眼藏家的珍酩窖藏

10 月 6 日

现代艺术
现代及当代东南亚艺术
当代艺术晚间拍卖
无涯：吉利翁·库维中国当代艺术珍藏
中国古代书画

10 月 7 日

当代艺术日间拍卖
中国书画
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

10 月 8 日

中国艺术品
珍贵名表

展售会日期

展售会项目

9 月 10 日至 10 月 9 日

萧勤 — 无限宇宙

10 月 3–7 日

赏心︰悦目新视野
遇见意大利 / 西洋古典选粹
贝瑞．弗拉纳根雕塑作品展售会

10 月 3–8 日

蘇富比鑽石
蘇富比洋酒

香港拍卖及预展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展览厅一（香港湾仔博览道一号）

二）珍贵名表——亚洲区巡回预展
巡展日期

城市

地点

9月 4至 5日

上海

四季酒店

9月 6至 8日

雅加达

Pacific Century Place

9月 7至 8日

北京

柏悦酒店

9 月 12 日

曼谷

Anantara Siam 酒店

9 月 14 至 15 日

新加坡

The Regent 酒店

9 月 21 至 22

台北

华南银行国际会议中心

9 月 28 日

澳门

澳门钟表博物馆

三）更多有关蘇富比拍卖行的资讯
蘇富比拍卖行自 1744 年起为艺术收藏家搜罗世界级的艺术作品。自 1955 年从伦敦扩展至纽约，蘇富比遂成为第一所真正之国际拍卖行，也是首家于香港（1973 年）、印
度（1992 年）及法国（2001 年）举行拍卖的机构，以及第一家于中国营商的国际艺术拍卖行（2012 年）。时至今日，蘇富比于世界各地 11 个拍卖中心举行拍卖，包括纽
约、伦敦、香港及巴黎这几个主要拍卖中心，客户亦可选用即投 BIDnow 于网上观看拍卖直播，并在世界各地同步参与网上竞投。在拍卖以外，「蘇富比金融服务」让藏家
尊享全球仅有的全面性艺术金融服务支援；同时，蘇富比亦透过旗下「Art Agency, Partners」公司提供艺术品收藏顾问服务。蘇富比也为客户带来私人洽购的机会，涵盖逾
70 种收藏类别，包括隶属蘇富比环球艺术部门的 S|2 画廊；此外更提供三项零售业务——蘇富比钻石（SOTHEBY’S DIAMONDS）、蘇富比洋酒及室内设计家具网上平台
Viyet。蘇富比拥有强大的环球网路，共有 80 个办事处遍及全球 40 个国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最悠久的上市公司，代号为 BID。
Instagram | Facebook | Twitter | YouTube | Pinterest | Snapchat | 微博 | 微信 | 优酷
*估价不包括买家佣金；成交价包括落槌价与买家佣金，并扣除买家因作出「不可撤销投标」承诺并成功竞投而获得的报酬补偿。
如欲浏览拍卖网上图录、最新拍卖内容，或参与网上拍卖直播，请即登录 www.sothebys.com、或下载蘇富比为 iPhone、iPad、Android、Apple TV 及 Amazon Fire 平台而设的官方应用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