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中国艺术品拍卖结果数据

2019年秋季 (包含买家佣⾦金) (瓷器和其他艺术品拍卖结果) 

纽约 

	 	 	 	 	 	 	                 成交总额        预估价    参拍品艺术品总数 成交总数        成交率%       

九⽉10⽇ 和11⽇拍卖结果

苏富⽐

⼤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品 - 	 	 	                            827万美元    257万美元       127         116          91%

瓊肯旧藏: 古代中国艺术 II - 	 	 	 	                   464万美元   231万美元       59           42           71%

光明⽆量 应身度世 - 	 	                                                      346万美元    347万美元        31           19           61%

鸿雅超然：⽇本收藏家私藏-	 	                                         202万美元    118万美元        30           25           83%

重要中国艺术品 - 	 	 	 	 	 	  103万美元     804万美元       344         212         62%

周六苏富⽐拍卖 -	 	 	 	 	 	  518万美元    198万美元        574         487         85%

苏富⽐成交总额＝ 3391万美元          参拍艺术品总数 1165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901件 拍品成交率 77%


9⽉12⽇和13⽇拍卖结果

佳⼠得		 	 	 	 	 	 	 	       	 

⾦紫银⻘早期中国⾦银器精品 - 	                                                     1216万美元    507万美元      101         87            86%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品 - 	      	 	                            500万美元     190万美元       84           84          100%

重要中国瓷器和艺术品-   	             	                                       1162万美元    1332万美元    289        199           69%


佳⼠得成交总额  = 28.78万美元        参拍艺术品总数 -474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 370件   拍品成交率78%

3⽉18⽇

邦瀚斯

中国精品书画和艺术品 - 	 	 	                         234万美元    164万美元      145         82            56%


纽约总季度成交总额 =  65.03万美元         参拍艺术品总数1784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 1353件， 拍品交易率76% 
拍卖会总数  10场



⾹港


10⽉8⽇ 	 	 	 	 	 	                成交总额                 预估价          参拍艺术品总数  成交总数 成交率%

苏富⽐ 	 

中国瓷器重要私藏 -                                                                       77.75百万港币    51百万港币            30         22        73％

两件明代瓷器重要私藏 -                                                               56.73百万港币     75百万港币             2          1          50%

利国伟重要中国艺术品私藏II -                                                      101.15百万港币   41.53百万港币       43         37        86% 

有凤来仪 乐从堂珍藏乾隆料胎画珐琅包袱瓶-      	                        207.08百万港币   200百万港币          1           1        100%

清官窑瓷藏 - 	 	                                                                68.67百万港币     51百万港币            22        19         86%

重要中国艺术品 - 	 	 	 	 	           185.93百万港币     174.45百万港币     67         36           
54%

苏富⽐⼗⽉成交总额 = 港币697.31百万  预估价 592.98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 165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116 拍品成交率70%

11⽉28⽇

利国伟先⽣私藏中国陶瓷及⽟器 -	 	 	           77.57百万港币    12.53百万港币	   184          171      93％

中国艺术 - 	 	 	 	 	                        41.49百万港币    19.36百万港币	   581          502      86%

苏富⽐季度交易总额 = 港币816.37百万 预估价624.87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  930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789件 拍品成交率  85%

11⽉27⽇

佳⼠得

云中⽟筵－张伟华先⽣古⽟珍藏 新⽯器篇 -                             65.75百万港币      15.43百万港币        58           55        95%
⽃室案上 - 	 	 	                                              72.53百万港币       47.21百万港币        66           50        76%

中国陶瓷重要私藏 - 	 	 	                                 61.41百万港币       41.19百万港币        30           22        73%

圆梦—康熙珐琅彩千叶莲碗 -                                                   87.20百万港币       1亿港币                   1              1       100% 

重要中国瓷器和艺术品 - 	 	 	                    84.07百万港币        258.94百万港币    107           51       48%

佳⼠得11⽉交易总额 =港币370.96百万 预估价462.77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 262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179 件 拍品交易率 68%

10⽉9⽇

古今 暨郭克礼珍藏 - 	 	 	                                 26.7百万港币        19.3百万港币	   291	     198       68%

佳⼠得季度总交易额 =港币397.66百万 预估价482.07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 553 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377件 拍品交易率 68%


11⽉26⽇

邦瀚斯		 	 	 	 	 	 	 	 	 

中国陶瓷与艺术品精品 - 	 	 	                   34.67百万港币     39.96百万港币         76            53         70%

邦瀚斯季度总交易额=港币34.67百万 预估价39.96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76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53件 拍品交易率 70%


⾹港季度总交易额 =港币1,248.70百万 预估价1.15百万 参拍艺术品总数1559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1219件 拍品交易率    78% 
拍卖会总数 15场 

伦敦	 	 	 	 	 	 	                         

11⽉5⽇                                                                                       总交易额              预估价          参拍艺术品总数      成交总数    成交率%

佳⼠得

精品中国瓷器和艺术品 - 	 	                          598万英镑        529万英镑           227              159             70%


佳⼠得季度总交易额=598万英镑  预估价5.29百万英镑  参拍艺术品总数227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159件  交易率70%


11⽉6⽇

苏富⽐

官窑瓷器私⼈收藏 -  	                                                   471万英镑          237万英镑            39                33             85%

重要中国艺术品		 	                                      447万英镑          349百万英镑        284              202           71%


苏富⽐总交易额=918万英镑 预估价586万英镑  参拍艺术品总数323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235件 交易率 73%


11⽉7⽇

邦瀚斯

中国艺术精品 -                       	                                   200万英镑        254万英镑          179                108           60%

骑⼠桥亚洲艺术 - 	 	 	                        158万英镑         102万英镑          628                399           64%


邦瀚斯总交易额= 358万英镑  预估价356万英镑 参拍艺术品总数807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507件 交易率 62%

	 	 	 	 	 	 


伦敦季度交易额= 1874万英镑  预估价 1471万英镑  参拍艺术品总数 1357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901件 交易率 66% 
拍卖会总数  5场 



巴黎


12⽉10⽇   	 	 	 	                    交易总额            预估价       参拍艺术品总数       成交总数      成交率％

苏富⽐

亚洲艺术周 - 	 	 	 	                   478万欧元         296万欧元          194                  152                  78% 


12⽉12⽇

佳⼠得

亚洲艺术周- 	 	 	 	                  786万欧元          507万欧元          238                  150                   63%


巴黎季度总交易额= 1264万欧元   预估价803万欧元  参拍艺术品总数 432件   成交艺术品总数 302件 拍品交易率  70% 
拍卖会总数 2场

4%

44% 52%

纽约 苏富⽐ 佳⼠得 邦瀚斯

3%

32%

65%

⾹港 苏富⽐ 佳⼠得 邦瀚斯

19%

32%

49%

伦敦 苏富⽐ 佳⼠得 邦瀚斯

62%

38%

巴黎 苏富⽐ 佳⼠得



全球营业额和市场占有率

2019年秋季（以美元单位计算，包含买家佣⾦）




2019年春季10件最⾼成交价拍品


1. 清乾隆 料胎⻩地画珐琅彩凤舞牡丹包袱瓶 乾隆年制蓝料款 ⾼18.2厘⽶                                                                                                                      
成交价2.0708亿港币（2662万美元）⾹港苏富⽐2019年10⽉8⽇拍卖会，有凤来仪－
乐从堂珍藏，艺术品参拍号1 


2. 清康熙瓷胎画珐琅彩千叶莲碗 康熙四字款   直径 11 厘⽶. 

    成交价8720万港币（1121万美元）⾹港佳⼠得2019年11⽉27⽇圆梦拍卖会，艺术品
参拍号  2988.


3. 明宣德 暗花⻘花⾼脚⻰纹腕 宣德款 直径 15.6 厘⽶

    成交价7496万港币（946万美元），苏富⽐⾹港2019年10⽉8⽇拍卖会，艺术品参
拍号3606

  


4. 明成化⻘花百合纹碗，成化款，直径14.9 厘⽶. 

     成交价5673万港币 （729万美元），⾹港苏富⽐2019年10⽉8⽇拍卖会，艺术品参拍
号 1002.


5. 清雍正珐琅彩梅纹碗，雍正款 直径16.2厘⽶. 

    成交价406万欧元（451美元），2019年12⽉11⽇⽶隆拍卖会，艺术品参拍号  

    72.


6. 良渚⽂化 三层⼈神兽⾯纹⽟综，秦／汉  ⾼7.58厘⽶ 

    成交价3132万港币（402万美元），⾹港佳⼠得2019年11⽉27⽇拍卖会，艺术品参拍号
2719.


7. 清雍正珐琅彩春梅灵芝纹碗 雍正款 直径10.1厘⽶

    成交价2897万港币（372万美元），⾹港苏富⽐2019年10⽉8⽇拍卖会，艺术品参拍
号3605.

 


8. 唐 银局部鎏⾦花⻦纹莲瓣式碗 直径24.5厘⽶. 

    成交价349万美元，佳⼠得纽约2019年12⽉12⽇的⾦紫银⻘－中国早期⾦银器粹珍
拍卖会，艺术品参拍号551.          


9.  清乾隆 粉彩描⾦松⽯绿开光御制诗惠⼭煮泉观卷图茶壶 ⼤清乾隆年制款 ⾼17.4厘⽶.

    成交价2057万港币（264万美元），⾹港苏富⽐中国艺术珍品2019年10⽉8⽇拍卖
会，艺术品参拍号3608. 


10. 元稀世⾦刻缠枝牡丹纹⻰⾸柄杯, 元朝，宽11.2厘⽶

成交价253万美元，佳⼠得纽约2019年12⽉12⽇，⾦紫银⻘－中国早期⾦银器粹珍拍卖
会，艺术品参拍号 571.


10件秋季最⾼成交价艺术品创交易总额7567万美元，春季总额4647万美元




按收藏類別

年秋季, 2019 

家具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 
7,800美元 实际成交额11万750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9件，成交艺术品 21件. 预估价484万美元，
实际成交易212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16万1千美元，实际成交
易15万1875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0万2千美元，实际成交
额41万6375万美元.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5 件. 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1870万港币，
实际成交额 987万港币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800英镑，实际成交额
2125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1 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16万英镑，实际成交额9
万5997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 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26万6千欧元，实际成交
额31万7500欧元

苏富⽐巴黎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2件. 预估价8万7500欧元，实际成交额5万5
千欧元.        

                  

总额(以美元单位计算) ＝参拍艺术品共78件，成交艺术品50件，拍
品成交率 64%。预估价811万美元，实际成交额450万美元 

三代⻘铜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9 件. 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40万7千美元，实际交易额
118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鸿雅超然－ 参拍艺术品2件. 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20万美元，实际
交易额 25万美元. 

⼤都会博物馆馆藏拍卖. 参拍艺术品3件. 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2万8
千美元，实际交易额7万3750美元.

瓊肯旧藏. 参拍艺术品23件. 成交艺术品15件. 预估价77万4千美元，
实际交易额 148万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件. 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20万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6万2千美元，实际成交价 
6325美元。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 参拍艺术品 3 件. 成交艺术品3件.预估价1650万港币，实
际成交额2051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 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6万8千英镑，实际成交价39万
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2万4500英镑，实际成交价8万
3125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8万英镑，实际成交价2万
2562英镑.


总额＝总参拍品55件，成交艺术品38件, 拍品成交率69%. 
预估价393万美元，实际成交额626万美元 



     


晚期⽟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288万美元，实
际成交额37万3250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博物馆馆藏－参拍艺术品75件，成交艺术品68件. 预估价
181万美元，实际成交价698万美元 75. 
瓊肯旧藏－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0万美元，实
际成交额62万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9万美元，实际
成交额9万1875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品27件，成交艺术品14件. 预估价20万3500美元，实际成交额
9万4437美元.

苏富⽐⾹港0⽉8⽇拍卖会

利国伟爵⼠珍藏. 参拍艺术品25件，成交艺术品21件.预估价2924
万港币，实际成交额6909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品6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256万港币，实际成
交额72万5千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980万港币，
实际成交额1018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5件，成交艺术品14件. 预估价2174万港
币，实际成交额830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0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555万港币,实际交易额
240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1件，成交艺术品25件.预估价54万4千英镑，实际交易
额108万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6件，成交艺术品54件. 预估价45万7500英镑，实际交
易额48万5812.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16万2千英镑，实际交易
额47万9310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3件，成交艺术品42件.预估价107万欧元，实际交易额
125万欧元 .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2件，成交艺术品26件. 预估价 20万欧元，实际交易额 88万
6750欧元. 

* 包含汉代和晚期⽟器

总额-共参拍艺术品405件，成交艺术品291件,拍品成交率72%. 预
估价1687万美元，实际交易额2481万美元 


鎏⾦铜佛像


佳⼠得纽约0⽉12/13⽇拍卖会

芝加哥博物馆院馆藏.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2. 预估价1万
7千美元，实际成交额14万5千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22万3千美元，
实际成交额48万2千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光明⽆量.应身度世－.参拍艺术品31件, 成交艺术品9 件. 预估价347
万美元，实际交易额345万美元.

⼤都会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10万美
元，实际成交额17万9375美元. 

瓊肯旧藏.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5万美元，实际成
交额9万3750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1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21万1千美元，
实际成交额3万5千美元 lots. 3 sold. Low estimate $211,000 sold 
for $35,000.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4万3500美元，实际成交
额16万647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628万港币？实际成交额
196万港币.

佳⼠得⾹港9⽉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1575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15件. 预估价1405万港币，实际成交
额2469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8万8千英镑，实际成交额2
万750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11件. 预估价48万5500英镑，实际成
交额39万6375英镑.

邦瀚斯11⽉7⽇伦敦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2万3300，实际成交额11
万8367.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2件，成交艺术品17件. 预估价121万欧元，实际成交额
30万625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7件，成交艺术品25件. 预估价23万1千欧元，实际成交
额159万欧元 
总额＝参拍品193件，成交艺术品122件, 拍品成交率63% 
预估价1132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26万美元. 



景泰蓝和珐琅彩艺术品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多位藏家.参拍艺术品2件. 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1万2千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9件. 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4万9千美元，实际
成交额 13万687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 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282万美元.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 参拍艺术品3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456万港币，实际
成交额30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0万港币，实际成交
额22万5千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4件. 成交艺术品10件. 预估价18万英镑，实际成交额38万
975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3件. 成交艺术品8件. 预估价18万4200英镑，实际成交额 
43万7,000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 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8万7000英镑，实际成交额 1
万8,812.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 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值9万6000欧元，实际成交额26
万3750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 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值4万8千欧元，实际成交额6250
欧元.

总额 参拍艺术品共62件，成交艺术品28件，拍品成交率45%。预估价
200万美元，成交价160万美元 
             古⽟ *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0件，成交艺术品20件. 预估价20万9千美元，实际成交
额70万875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18件，成交艺术品8件. 预估价15万4
千美元，实际成交额22万4375美元.  

瓊肯旧藏.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23万4千美元，
实际成交额76万250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5千美元，实际成交额1万7
千美元.


佳⼠得⾹港 

张伟华先⽣私藏. 参拍艺术品58件，成交艺术品58件. 预估价1543万港
币，实际成交额6575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8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81
万5626港币.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8件，成交艺术品20件. 预估价9万9千英镑，实际成交额28万
6875英镑 
* 汉前古⽟


总额 - 参拍古⽟艺术品141件，成交艺术品129件，拍品成交率91% 
预估价281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063万美元

早期瓷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1件，成交艺术品18件. 预估价96万5千美
元，实际成交额167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鸿雅超然－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12万1千美元，
实际成交额19万125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1件.预估价2.9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万
3825美元.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件， 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300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4件.预估值15万2千英镑，实际成交额
15万950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3件.预估价3万1千英镑，实际成交额4
万6千英镑..

邦瀚斯伦敦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21万9千英镑，实际成交
额8万147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4万欧元，实际成交额5万
3750欧元. 

* 宋前瓷器拍卖总额

*
总参拍艺术品58件，成交艺术品42件，拍品成交率72%. 预估价206
万欧元，实际成交额230万欧元. 

皇家御制艺术品

苏富⽐⾹港10⽉8⽇拍卖会

有凤来仪－ 乐从堂珍藏－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亿
港币，实际成交价2.07亿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92万英镑，实际成交价74万
3350英镑. 

(⼤吉葫芦屏连紫檀座⼀对，乾隆钟)

 

总额－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拍品成交率67%. 预估价2694
万美元，实际成交额2762万美元



宋元瓷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3万4千美元，实
际交易额15万9千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52件，成交艺术品34件.预估价69万8千美元，实际交易额
104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鸿雅超然-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22万4千美元，实际成交额46万
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65件，成交艺术品46件. 预估价30万5千美元，实际交易额65
万160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万3500美元，实际成交额799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重要中国瓷器粹珍-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1110万港币，实际成
交额1655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预估价30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300万港
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重要中国艺术品珍藏－.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3件.预估价70万港币，实际交
易额517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0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2095万港币，实际交易额
1719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13件. 预估价22万1千英镑，实际交易额55万7750英
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5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55万5千英镑，实际交易额7万1250英镑.

邦瀚斯伦敦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0万7千英镑，实际成交额6万6686英镑.

佳⼠得巴黎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4千欧元，实际成交价1万3125欧元.

总额－共参拍艺术品118件，成交艺术品131件，拍品交易率70% 
预估价433万美元，实际成交额863万美元

明官窑瓷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11件，成交艺术品11件. 预估价51万4
千美元，实际成交额116万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品5件，成交艺术品2件.预估价13万美元，实际成交额5万
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鸿雅超然－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37万美元，实际成交
额84万4375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42万4千，实际成交额
28万125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2万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两件明代瓷器精品－.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7500万港
币，实际成交额5673万 港币

利国伟先⽣珍藏-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634万港币，实
际成交额1591万港币.

重要中国瓷器珍藏－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187万港币，
实际交易额137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7275万港币，实际交易
额7791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重要中国陶瓷珍藏－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1150万港
币，实际交易额1722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1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1.0445亿港币，实际
交易额1032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预估价50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13万1千英镑，实际成交额17万
625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6万4千英镑，实际成交额11万英
镑.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1万8千欧元，实际交易额3万
4625欧元 

* 包含未标记的艺术品

总额 - 83件参拍品，成交55件，拍品交易率 66%. 
预估价2712万美元，实际交易额2589万美元 
            

宜兴紫砂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6千美元，实际交易额1万
382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40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参拍艺术品18件，成交艺术品18件.预估价330万港
币，实际交易额1752万港币.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5千英镑，实际成交额1
万2562英镑. 

总额－ 21件参拍艺术品，20件成交艺术品，拍品成交率95％. 预
估价48万4388美元，实际成交额228万美元             

纺织品*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3件.预估价17万2千美元，实际成交额11万
5千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8.3万美元，实际成交额2万507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5万港币，实际成交额37万5千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5万6800英镑，实际成交额16万5625.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9件. 预估价2万9800英镑，实际成交额5万9625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6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37万6500英镑，实际成交额9万27英镑.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6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3万欧元，实际成交额5万6250欧元.


*包含地毯. 


总额－49件参拍艺术品，33件成交艺术品，拍品成交率67%. 预估价138万美元，
实际成交额65万6238美元 



清官窑瓷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品艺术品57件，成交艺术品57件. 预估132万美元，实际交易额
350万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9件，成交艺术品14件. 预估价62万9千美元，实际交易额155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博物馆馆藏－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预估价5万2千美元，实际交易额28万
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54件，成交艺术品43件. 预估价229万美元，实际成交额556万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8.4万美元，实际成交额42万217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重要中国陶瓷珍藏－参拍艺术品18件，成交艺术品13件. 预估价3245万港币，实际成交额
5495万港币.

清官窑陶瓷. 参拍艺术品22件，成交艺术品19件. 预估价5770万港币， 实际成交额6867万港
币

利国伟爵⼠珍藏－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0. 预估价671万港币，实际成交额1915港
币.

多位藏家.参拍艺术品17件，成交艺术品10件. 预估价4860万港币，实际交易额7305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珐琅彩碗.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亿港币，实际成交额8720万港币.

重要珍藏. 参拍艺术品20件，成交艺术品14件. 预估价2899万港币，实际成交额3901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22件，成交艺术品9件. 预估价546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2912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06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112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0件，成交艺术品35件. 预估价121万英镑，实际成交额100万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官窑私藏－参拍艺术品39件，成交艺术品33件. 预估价237万英镑，实际成交额471万英镑.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36件，成交艺术品26件. 预估价88万9千英镑，实际成交额95万5625英
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1件，成交艺术品11件. 预估价7万300英镑，实际成交额19万620英镑. 

佳⼠得巴黎12⽉12⽇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预估价8万1千欧元，实际成交额5万5千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6件，成交艺术品11. 预估价47万6千欧元，实际成交额87万5250欧元. 

* 包含未标记的艺术品


总额－共参拍艺术品406件，成交艺术品315件，拍品成交率78%. 预估价5444万美元，实际
成交额6892万美元. 

⾦银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紫银⻘  
参拍艺术品101件，成交艺术品87件.预估价507万美元，实际成交
额1216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馆藏.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6千美元，实
际成交价3.2万美元. 

瓊肯旧藏－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7万6千美
元，实际成交价15万7500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2件，预估价10万8千美
元，实际成交价5万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2.2万美元, 实际成交价4万
150美元.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30万美元.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3万英镑，实际成交价3万
2562英镑


总额＝共参拍艺术品111件，成交艺术品94件, 拍品成交率85％. 
预估价545万美元，实际成交额2805万美元

⺠国瓷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5万5千美元，实际成交额
4万3750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11万9千美元，实际成交
额17万625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6千美元，实际成交额1万75美
元.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1万6800英镑，实际成交额2万
2041英镑.


总额 - 17件参拍艺术品，12件成交艺术品，拍品成交率70%. 预估价20
万1741美元，实际成交额25万8591美元. 

明清内销和外销瓷*


佳⼠得纽约九⽉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41件，成交艺术品41件. 预估价26万3
千美元，实际成交额92万9999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63件，成交艺术品47件. 预估价100万美元，实际成
交额162万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鸿雅超然－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18万美元，实际成交额
28万1250美元. 
⼤都会博物馆馆藏－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3.4万美元，
实际成交额4万美元. 

多位藏家. 67件参拍艺术品，51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94万2千美元，实际
成交额157万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2万8千美元，实际成交额4万5887
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陶瓷粹珍－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265万港币，实际成交
额487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6件.预估价435万港币，实际成交额
197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120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3件，成交艺术品28件. 预估价62万2千，实际成交额46万
6375.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1件，成交艺术品10件. 预估价10万3千英镑，实际成交额16万
6875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6件，成交艺术品11件. 预估价41万5千英镑，实际成交额16万
5442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4件，成交艺术品12件.预估价15万6千欧元，实际成交额16万
250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33件参拍艺术品，33件成交艺术品.预估价29万1200欧元，实际成交额31
万8375欧元.


* 包含德化瓷器.


总额 -共参拍艺术品307件，成交艺术品241件，拍品成交率79%. 
预估价542万美元，实际成交额690万美元.  



晚期⻘铜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件. 成交艺术品3件.预估价10万6千美元，实际成交额
10万3750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参拍艺术品2件. 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 
1.8万美元，实际成交额2万3750美元.

瓊肯旧藏.  参拍艺术品24件. 成交艺术品15 件. 预估价97万1千美
元，实际成交额156万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4件. 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31万9千，实际
成交额12万5625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6万8千美元，实际成交额
25万912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4件，成交艺术品11件. 预估价216万港币， 实际成交
额351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20万港币，实
际成交额143万港币.

多位藏家. 参拍品⼀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30万港币， 实际交
易额 150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值85万港币，实际成交额55
万1250港币.

佳⼠得伦敦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0件，成交艺术品6件.预估价15万8千英镑，实际成交
额8万275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7万1500英镑，实际成交额
12万8372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4万7500英镑，实际成交额
1万9061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9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5万8千欧元，实际成交额9
万5875欧元5.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4件，成交艺术品9件. 预估价4万300欧元，实际成交额
9万9750欧元. 

雕塑*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1件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8千
美元，实际成交额1万美元

多位藏家. 4件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8.7万美元，实际
交易额4万3750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博物馆馆藏  3件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11万2千
美元，实际成交额23万750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预估价14万美元，实际交易额19万
3900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2件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2100万港币，实际交易额
1697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180万港币.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1件参拍艺术品，0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2万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19件参拍艺术品，10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44万2千英镑，实际成交
额31万2870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12件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24万欧元，实际成交额4万
7500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1件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 预估价800欧元，实际成交额1250
欧元 .


* 包含⽊雕和⽯塑 
总额 46件参拍艺术品，22件成交艺术品，拍品成交率48% 
预估价412万美元，实际成交额310万美元.

⿐烟壶


邦瀚斯⾹港11⽉26⽇拍卖 

参拍艺术品22件，成交艺术品18件. 预估价136万美元，实际成交额
192万美元. 

佳⼠得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预估价3千欧元，实际成交额1万
3750欧元.


总额－23件参拍艺术品，成交艺术品19件，拍品成交率83&.  
预估价136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93万美元. 

玻璃艺术品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藏－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7件. 预估价
3.9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0万9125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4千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48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602
万港币.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8千英镑，实际成交额7.5万
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2千英镑，实际成交额3万
7562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万欧元，实际成交额2.5万
欧元.


总额－13件参拍艺术品，12件成交艺术品, 怕品成交率93%.  
预估价68万4919美元，实际成交额105万美元.



⽂房四宝－⽂⼈墨客艺术品*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2件，成交艺术品8件. 预估价9万美元，实际
成交额10万3千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都会博物馆馆藏－参拍艺术品12件，成交艺术品10件. 预估价13
万8千美元，实际成交价37万375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5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31万5千美元，
实际成交价39万7750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7万3千美元, 实际成交额1
万265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4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166万港币，实际成交额90
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室案上－参拍艺术品25件，成交艺术品19件. 预估价1012万港
币，实际成交额1249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15万港币，实际成交额125
万港币. 

佳⼠得伦敦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4万英镑，实际成交额6万
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2万800英镑，实际成交额
8750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5件. 预估价2.8万英镑，实际成交额45
万348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8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4.2万欧元, 实际成交额26
万6376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7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6.5万欧元，实际成交额23
万欧元. 

＊包含⽵制，皂⽯，印章，⽊质和⽯制艺术品

总额－共参拍艺术品109件，成交艺术品67件，拍品成交率61% 
预估237万美元，实际成交额396万美元 

漆器

佳⼠得纽约9⽉12／13⽇拍卖会

芝加哥博物馆馆藏－参拍品1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4千美元，实际成交额2
万6250美元. 
多位藏家. 参拍艺术品14件,成交艺术品6件. 预估价43万4千美元，实际成交额
24万3千美元.

苏富⽐纽约9⽉10／11⽇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4件. 预估价4.6万美元，实际成交额10万6876美元. 
邦瀚斯纽约9⽉9⽇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件, 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5千美元.

苏富⽐⾹港10⽉8⽇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667万港币. 

佳⼠得⾹港11⽉2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40万港币，实际成交额200万港币.  
邦瀚斯⾹港11⽉2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0件. 预估价60万港币.

佳⼠得伦敦11⽉5⽇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13万英镑，实际成交额11万2500英镑.

苏富⽐伦敦11⽉6⽇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15件，成交艺术品11件.预估价28万500英镑,实际成交额48万3875
英镑. 
邦瀚斯伦敦11⽉7⽇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2件,成交艺术品1件. 预估价1.1万英镑，实际成交额1万62英镑.

佳⼠得巴黎12⽉12⽇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5件，成交艺术品3件. 预估价34万8千欧元，实际成交额238万欧元. 
苏富⽐巴黎12⽉10⽇拍卖会

参拍艺术品3件，成交艺术品2件. 预估价1.4万欧元，实际成交额 1.5万 欧元 .


总额－共59件参拍艺术品，成交艺术品32件,拍品成交率54%. 预估价
168万美元，实际成交额400万美元. 包含佳⼠得巴黎以210万欧元拍卖
出的漆器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