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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6th Extend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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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碑帖·古籍·书札专场
5月16日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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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馐

珍馐
年份酒的保存
葡萄酒的年份（Vintage）是指釀造該酒的葡萄的採摘年份，
它對葡萄酒的品質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於同一個酒莊、同一個葡萄
園、同一個品種、同一種釀造方法的葡萄酒來說，如果年份不同，
它們的品質可能會大相徑庭。年份對葡萄酒的影響主要取決於當年
的天氣狀況。天氣不同，葡萄的生長和成熟情況就不一樣，最終釀
造出來的葡萄酒在品質上就會有所不同。
葡萄酒的品質肯定是葡萄酒價格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反映，
而非年數的長短。不過，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對於頂級酒，因其有
卓越的陳年潛力，酒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發展和提升，在這
樣的情況下，一瓶老酒的價格必定是高過新酒的，比如法國波爾多
的那些頂級酒就是典型的代表。當然，有些經典的老年份的頂級佳
釀，即使過了頂峰期很長時間，還是會要價很高，但已經不是因為
它的品質，而是因為它的名氣加上稀有，使其具有一定的收藏和紀
念價值。因此，作為消費者，在購酒時，不能盲目地以為年份越老
酒越好，而應該綜合酒的年份、產量、名氣等各種因素來評估一款
酒的價值。
一般來說，多數陳年過的紅葡萄酒都帶有香料、木材和皮革
的味道，而年輕的紅葡萄酒往往帶有明顯的水果和花朵的風味。當
然，如果通過氣味無法判斷是新年份的酒，還是老年份的酒，我們
也可以通過葡萄酒的顏色來判斷：舊年份的葡萄酒顏色偏棕黃色，
而新年份的葡萄酒顏色偏藍紫色。
而對於那些窖藏超過20年以上的紅酒，它們會產生一種薄片狀
的暗色沉澱物。 在這種情況下，紅酒的顏色會變得淡，有些接近
磚色、褐色或是琥珀色。沉澱物主要由單寧、以及因年代久遠而凝
集的色素構成。酒瓶被長期平躺放置，沉澱物就會聚集在瓶身一
側。有些時候，產生的沉澱物甚至會多達半杯。品嘗這樣的葡萄
酒，需要使用潷酒器（或醒酒器）將酒與沉澱物小心緩慢的分離開
來。
首先，我們需要將酒瓶直立放之於清涼處，讓雜質緩慢沉澱
至瓶底，這會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然後，我們需要用很溫和方式
的開啟酒瓶，完全移除瓶嘴周圍的金屬瓶封。在開啟老瓶酒拔塞的
時候通常都是要用小“花招”的。最好使用雙片老酒開瓶器（又叫
Ah-So開瓶器）。隨後，我們開始斟酒，動作要緩慢，循序漸進，
將葡萄酒倒入與能裝下原酒瓶容量葡萄酒的潷酒器中。這項工作最
好在較強的光源下完成，這樣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一盞LED檯燈或
是一支傳統的蠟燭都是不錯的選擇。要注意觀察沉澱在瓶肩處沉積
的情況，以便於在沉澱到達瓶口的時候停止傾倒。休息片刻後，我
們就得到了最為珍貴的瓊漿玉液。

1401
拉弗嘉仙酒莊紅葡萄酒
Chateau Lafleur Gazin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88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000-10,000
拉弗嘉仙酒莊（Chateau Lafleur Gazin）位於法國波爾多（Bordeaux）的波美侯
（Pomerol）葡萄酒產區，現隸屬于莫埃爾家族酒莊（Ets. Jean Pierre Moueix）。
拉弗嘉仙酒莊因位於拉弗爾酒莊（Chateau Lafleur）和嘉仙酒莊（Chateau
Gazin）的附近而得名，且毗鄰柏圖斯酒莊（Chateau Petrus）的葡萄園。前任莊
主是博得裡家族（Borderie Family）。拉弗嘉仙酒莊的附近都是波美侯地區的知
名酒莊，可是拉弗嘉仙酒莊此前並沒有出產讓人驚豔的優質波爾多葡萄酒。1976
年，莫埃爾家族酒莊完成了對拉弗嘉仙酒莊的收購，為酒莊增設了先進的釀酒
設備。現在，酒莊葡萄酒的年均產量為3,500箱。該款酒顏色較深，結構良好，
具有一定的陳釀潛力，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1402
博塞貝戈酒莊幹紅（好日子）紅葡萄酒
Chateau Beausejour Becot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72分）
規格：1.5L
數量：6

RMB：17,000-22,000
博塞貝戈莊園(Chateau Beau-Sejour Becot)位於波爾多右岸的聖愛美容產區，與眾
多聖愛美容的列級莊一樣，博塞貝戈亦是一個經過了歷史沉澱的家族式酒莊。
莊園在十七世紀之前被當地教會作為葡萄園使過一段時間，但直至1787年，飛
卓莊園(CH. Figeac)的主人Carles家族入主博塞貝戈之後才正式將其易名為Chateau
Beau-Sejour1982年整個波爾多完美的天氣，讓酒莊有個完美的表現，也更加凸
顯了酒莊自身的特色、豐富、平衡、複雜為一體的完美呈現。

1403
博塞贝戈酒庄干红（好日子）红葡萄酒
Chateau Beausejour Becot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72分）
規格：1.5L
數量：6

RMB：17,000-22,000
博塞贝戈庄园(Chateau Beau-Sejour Becot)位于波尔多右岸的圣爱美容产
区，与众多圣爱美容的列级庄一样，博塞贝戈亦是一个经过了历史沉淀
的家族式酒庄。庄园在十七世纪之前被当地教会作为葡萄园使过一段时
间，但直至1787年，飞卓庄园(CH. Figeac)的主人Carles家族入主博塞贝戈
之后才正式将其易名为Chateau Beau-Sejour 1982年整个波尔多完美的天
气，让酒庄有个完美的表现，也更加凸显了酒庄自身的特色，丰富，平
衡，复杂为一体的完美呈现。

1404
雄狮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Leoville Las Cases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85+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30,000-35,000
雄狮酒庄（Chateau Leoville Las Cases）位于圣朱利安（Saint Julien）和波
雅克（Pauillac）边缘，与一级名庄拉图酒庄（Chateau Latour）相连。在
波尔多所有名庄中是最有实力，或说有能力挑战传统5大一级庄的酒庄之
一，所以雄狮酒庄被一般行家称为“超二级酒庄”（super2），而罗伯
特·帕克（Robert Parker）早就将雄狮酒庄放在他所评定的波尔多一级庄
之列，与传统6大名庄齐名。

1405
奥巴里奇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Haut-Bages Libera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91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1,000-15,000
奥巴里奇城堡位于梅多克产区的巴斯高地（Bages plateau）上，非常靠近这里最高
的地方，站在酒庄里可以俯瞰到吉伦特河（Gironde）。利博利（Liberal）家族于
18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并用自己家族的名字命名了酒庄。当时的利博利
家族成员既有朝臣，又有买卖葡萄酒的商家，在葡萄酒界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资源，
加上曾经积累到一些财富，他们不仅买下这片地，且并购了一些波雅克的葡萄园。
1855年，奥巴里奇城堡被评为五级酒庄。成熟的葡萄采用手工采摘，葡萄处理后会
进入控温不锈钢罐中进行发酵，发酵好的葡萄酒会再放入橡木桶中熟成16个月。庄
主克莱尔·维拉尔和酒庄酿酒师阿兰·苏铁（Alain Sutre）一直致力于改进葡萄酒
的质量，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了葡萄酒在年轻时过于生硬的质量。如今，奥巴里奇
城堡的葡萄酒是波雅克最物有所值的五级酒庄酒，数年来一直以雄健结实的风格著
称，但最近年份如2002、2004和2005的酒则更加轻盈，更具魅力。

1406
百德诗歌酒庄红葡萄酒 l
Chateau Pedesclaux
年份：1982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3,000-16,000
百德诗歌酒庄的历史可追溯至1810年，当时波尔多（Bordeaux）的酒商于尔班•皮
埃尔•百德诗歌（Urbain Pierre Pedesclaux）从大普依庄园（Grand Puy）购得了葡萄
园，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并将它打造成一所“优雅的”酒庄，那就是百德诗歌酒
庄。1855年，百德诗歌酒庄被评为五级酒庄。百德诗歌死后，他的遗孀百德诗歌夫
人（Madame Pedesclaux）继承了酒庄。到19世纪末期，因葡萄病害（包括白粉病和
根瘤蚜病）的影响，酒庄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1891年百德诗歌夫人只好卖掉了
酒庄，酒庄的新东家转为盖斯特布瓦（Comte de Gastebois）。1904年，盖斯特布瓦
去世，继子伯纳德•维森斯（Comte Bernard de Vesins）接管了酒庄。虽然伯纳德家
族的经营理念十分积极，但受葡萄病害、经济萧条和战乱的影响，这一时期波尔多
酒业的大环境而每况愈下。1928年，百德诗歌酒庄由伯纳德•维森斯的孙子泽维尔•
尔瑟威尔（Comte Xavier d'Erceville）和米高•吕克（Comte Michel du Lac）继承，
受消极的大环境影响，酒庄已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1950年，卢希安•尤格（Lucien
Jugla）先生成为酒庄的新主人。1996年，庄园又交给了卢希安•尤格的孩子布利塔
（Brigitte）和丹尼斯（Denis）管理。他们运用现代的经营理念，翻新了城堡，设立
了五间各有特色的套房，供参观者居住，并设计了品酒室等配套设施。

1407
吉美娜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Junayme
年份：1982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11,000-15,000
吉美娜酒庄是法国波尔多梅多克（Medoc）产区的酒庄之一，经过多年的发
展，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葡萄园。吉美娜酒庄正牌干红葡萄酒，该酒通常
呈深宝石红色，散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矿物香气以及甜美的果香。此款葡萄
酒还带有复杂的红色水果与黑色水果的味道，优秀年份的酒款会带有非常成
熟的口感，丰满的酒体以及绵长的余味。此款葡萄酒较为适宜搭配鹅肝、牛
排和奶酪搭配佐餐。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份的该款葡萄酒荣获2010年度的
巴黎葡萄大奖赛的铜奖。

1408
歌碧庄园红葡萄酒
Chateau Croizet Bages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68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14,000-18,000
歌碧酒庄（Chateau Croizet-Bages）是法国波尔多（Bordeaux）产区波雅克
（Pauillac）村的酒庄之一，1855年被评为五级酒庄。该酒庄位于梅多克产
区的巴斯高地（Bages plateau）上，毗邻著名的靓茨伯酒庄（Chateau Lynch
Bages）。歌碧酒庄的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那时，巴斯（Bages）家族是这
片土地的主人，并用家族的名称命名了此地。他们建立了这个酒庄，并使其
成为17世纪当地最重要的酒庄之一。让•菲利普（Jean-Philippe）和安妮•弗
朗索瓦丝（Anne-Francoise）这对兄妹就是酒庄的现任庄主。在他们的领导
下，歌碧酒庄更加注重细节。多数的葡萄园都用格子架支撑，通过增加叶子
的占地面积来增强光合作用，并通过冬季修剪和春季去芽控制葡萄的产量。

1409
高柏丽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Haut-Bailly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77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1,000-15,000
高柏丽庄园历史很悠久，16世纪时，来自Pays Basque地区的一户富人家族创建
了高柏丽庄园(Chateau Haut-Bailly)，这块土地在正式建立城堡和酿酒间之前曾
一直作为葡萄园使用，并且已有两百多年历史。1630年，巴黎银行家Firmin Le
Bailly买入酒庄，并将其正式易名为Chateau Haut-Bailly 高柏丽酒庄的正牌酒。
如果说能够真正孕育自己产品的风土条件非常稀有，高柏丽酒庄便是无可争议
的其中一个例子 。尽管赤霞珠葡萄占了很大比例，但“Chateau Haut-Bailly”
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谐地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酒体柔和、优雅和细致。
丝绸般柔顺的单宁和优雅复杂的香味互相产生共鸣。

1410
拉菲古堡红葡萄酒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100分）
規格：3L
數量：1

RMB：80,000-100,000
深宝石红色和非常年轻的石墨、黑醋栗、甜美的未烟熏烟
草和花香。这款酒浓郁，中度至饱满酒体，典雅和纯净得
如经典的拉菲。2000是一个世纪伟大的年份，完美的天气
造就完美的收成，堪比1982年之经典，促成了该酒优秀的
表现，陈年潜力极佳，放至40-53年都可保持完美状态。

1411
拉菲古堡红葡萄酒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100分）
規格：5L
數量：1

RMB：130,000-160,000
深宝石红色和非常年轻的石墨、黑醋栗、甜美的未烟熏烟草和花香。这款
酒浓郁，中度至饱满酒体，典雅和纯净得如经典的拉菲。2000是一个世纪
伟大的年份，完美的天气造就完美的收成，堪比1982年之经典，促成了该
酒优秀的表现，陈年潜力极佳，放至40-54年都可保持完美状态。

1412
爱士图尔庄园红葡萄酒
Chateau Cos-d'Estournel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91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2,000-14,000
爱士图尔酒庄（Chateau Cos-d'Estournel）位于波尔多左岸名村圣埃斯泰夫（Saint-Estephe）边缘，与邻村波雅克
（Pauillac）一级名庄拉菲古堡（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相邻。与波尔多顶级名庄相比，酒庄的历史不算太长，酒
庄最早由一名叫路易斯-加斯帕德•爱士图尔（Louis-Gaspard d'Estournel）的葡萄酒爱好者建立于19世纪初。这个人不
算十分富有，但对拥有自己的酒庄以及葡萄酒酿造抱有无限的热情。他非常仰慕拉菲古堡的成功，经过长时间的考察
和论证，他选购了拉菲古堡旁属于圣埃斯泰夫村的一块14公顷的园地开始发展他的酒庄大计。这块园地位于一个小石
头坡上，而“Cos”在法文里有小石丘之意，因此他将“Cos”加在自己的姓氏“爱士图尔（d'Estournel）”之前，形
成了如今的酒庄名。爱士图尔先生又并购了旁边的一些小酒庄和土地，将酒庄拓充到65公顷。同时他深信酒庄一定要
有一座特别的城堡才能增加酒的魅力，更有利于产品的长期推广。当时西方艺术界普遍崇拜东方艺术，爱士图尔本人
因与中东和亚洲有不少生意往来（他参与阿拉伯国家贩马至欧洲配种和售卖的生意），对东方文化比较了解，且较
为青睐。因此他决定以《一千零一夜》书本上构想的建筑风格为方向，建造一座将中国古钟楼、印度大象、苏丹木
雕门、钟乳石笋以及西方建筑精华集合在一起的城堡。如今，爱士图尔的城堡成为了波尔多游客拍照的热门景点。
爱士图尔酒庄在爱士图尔先生的经营管理下，凭着他对酿酒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酒的质量日渐提升，这个在当时还
算年轻的酒庄也逐渐为人熟知。庄主爱士图尔曾想开辟中东葡萄酒市场，但中东是穆斯林社会，运输过去的酒卖不出
去只能运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经长途运输，途径热带气候的中东地区的爱士图尔酒会变得更成熟，更好喝。从
此，爱士图尔酒又获得了“坚强酒性”的美誉，一时美名传遍了整个波尔多。爱士图尔酒庄是圣埃斯泰夫村的酒王，
是最接近一级名庄的超二级酒庄，在葡萄酒大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的评级中它已经是一级庄。爱士图尔
酒庄所产葡萄酒为典型的圣埃斯泰夫风格，以单宁浓密，结构佳，味道集中而优雅，有丰富的层次感著称。该酒庄的
酒不需要陈年很长时间，一般5-6年即可达到适饮期。

1413
鲁臣世家庄园红葡萄酒
Chateau Rauzan-Segla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90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500-10,000
鲁臣世家庄园的下层土壤是典型贯夕亚(Gunzian)砾石，鲁臣世家庄园是由皮
埃尔万.德.若桑在1661年购买，皮埃尔万.德.若桑同时也是碧尚男爵和碧尚女
爵两个二级庄的主人，在1855年的波尔多分级中，鲁臣世家庄园仅排在4个一
级酒庄和作为二级头名的木桐后面，1973年木桐升为一级酒庄，鲁臣世家庄
园质量仍然在2级酒庄中属于杰出。

1414
凯隆世家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Calon-Segur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91+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700-10,000
凯隆世家酒庄位于梅多克圣埃斯泰夫产区，与梦玫瑰酒庄（Chateau Montrose）比邻而居。在1855
年梅多克评级中，它被评为“三级酒庄”。它还曾是坐拥拉菲古堡（Chateau Lafite）和拉图酒庄
（Chateau Latour）两大一级酒庄的主人最喜爱的酒庄。他曾说：“我虽然身在拉菲古堡和拉图酒庄
酿酒，但是心却留在凯隆世家。”由此可见，凯隆世家酒庄在他心中的地位非比寻常。此番佳话加
上酒标中的爱心标志，正好传达出一种坚定不移的爱，这也使得该酒成为了情侣约会，浪漫婚宴的首
选之酒。在200年后，当凯隆世家酒庄开发远东市场时，这个颇为独特，易于识别的心形标签，起到
了相当大的宣传作用。凯隆世家酒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罗马时期。“凯隆”这个名字最初源于拉丁
文中的“Calonis”，意思是指那些用于在梅多克地区内河流域穿梭往来，运送木材的小船。凯隆世家
酒庄应该算是梅多克产区葡萄种植的鼻祖，据记载，早在13世纪，凯隆世家就开始缴纳葡萄酒生产税
了。与其他众多的葡萄酒庄一样，凯隆世家在历史上也曾几度易主。进入18世纪后，凯隆世家迎来了
其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主人尼古拉斯•亚历山大（Nicolas-Alexandre de Segur）侯爵入主凯隆世
家。这位侯爵可谓是当时世界葡萄酒业的一号人物，在葡萄酒业叱咤风云。当时，他除了持凯隆世家
酒庄之外，还拥有两个顶级的历史名庄——拉图酒庄和拉菲古堡 。该酒庄的葡萄酒具有圣埃斯泰夫
产区葡萄酒的普遍特点：酒体强劲，单宁含量高，结构紧密，成熟较慢，属于浓郁类型的葡萄酒，近
年来酒质也较稳定。

1415
都夏美隆红葡萄酒
Chateau Duhart Milon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90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000-10,000
多哈米隆古堡（Chateau Duhart-Milon）是1855年葡萄酒分级中波雅克（Pauillac）地区
唯一一个四级酒庄。该酒庄没有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Chateau”，虽然这在波尔多参与
1855年分级的酒庄中很少见，但这对其质量没有丝毫的影响。目前，该古堡与拉菲古堡
同属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多哈米隆古堡的起源并不是特别明朗。不过19世纪
早期，当这个古堡的数据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葡萄园的面积就已经十分可观，这从其
出产的葡萄酒数量便可见一斑，葡萄酒质量也十分出众。那时，该古堡由一位名为芒达
维（Mandavy）的绅士掌管，直到19世纪40年代芒达维去世为止。1962年，罗斯柴尔德家
族买下多哈米隆古堡，古堡的经营状况才得以改善。如今，该古堡由查尔斯·谢瓦利尔
（Charles Chevallier）经营，克里斯多夫·康吉（Christophe Conge）负责酒窖中的各项事
宜，而里吉斯·波菲里特（Regis Porfilet）则负责葡萄藤的管理。

1416
达玛雅克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d'Armailhac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7,000-10,000
达玛雅克城堡由多米尼加•达玛雅克（Dominique d'Armailhacq）在1718-1740年期间，创建，
他从葡萄酒王子尼古拉斯•亚历山大•西格尔（Nicolas-Alexandre de Ségur）手中买下葡萄园的
中间部分（包括布朗-木桐酒庄的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达玛雅克城堡。多米尼加获得酒庄后，
马上对其进行扩展，并将酒庄改名为木桐- 达玛雅克城堡（Chateau Mouton-d'Armailhacq）。
1843年， 达玛雅克城堡又遇财政困难，之后马上将葡萄园中的卡许阿德台地卖给了拉菲古
堡以缓解财政负担。酒庄随后转给她的儿子阿曼德•达玛雅克（Armand d'Armailhacq），他对达
玛雅克城堡酒质的提升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使达玛雅克城堡的葡萄酒远销到波尔多以外的地区。
1931年，费朗伯爵决定与外界投资商合作，并创建了一家名为“木桐- 达玛雅克城堡股份有限公
司（Societe Anonyme du Domaine de Mouton d’Armailhacq）”的公司。当时年轻的菲利普•罗斯
柴尔德（Philippe de Rothschild）男爵就是该公司的其中一个小股东。1933年成为罗斯柴尔德集团
（Rothschild SA）旗下木桐酒庄（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的一部分。
在菲利普男爵的指导下，重修城堡，重植葡萄园，葡萄园的面积由原来的 75公顷降到1960
年的32公顷。长期失修的酒窖也在1968年重建，1976年种植面积再次扩大。现在掌管家族生意
的是菲利普男爵的女儿菲丽萍（Philippine），她将酒庄的名字复原为 达玛雅克城堡（Chateau
d'Armailhac，仅比之前少了末尾的字母“q”）。时至今日， 达玛雅克城堡仍由菲丽萍掌管。

1417
杜霍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Durfort-Vivens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88+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15,000-20,000
杜霍酒庄（Chateau Durfort-Vivens）位于玛歌 （Margaux）产区，在1855年梅多
克评级中被评为二级列级酒庄，为勒顿（Lurton）家族所有，这个家族在玛歌产
区同时还拥有一级酒庄玛歌酒庄 （Chacteau Margaux）和另一家二级酒庄布莱恩
酒庄（Chateau Brane Cantenac），此外还拥有苏玳（Sauternes）区极重要的克里
蒙酒庄（Chateau Climens），由此可见，杜霍酒庄酿制的酒必然质量卓越，价格
不菲。杜霍酒庄出产的正牌葡萄酒单宁细致而柔滑，成为一款带有优雅风味的典
型玛歌酒。品尝杜霍酒庄的葡萄酒时很容易会闻到紫罗兰、黑樱桃和松露的香
气。

1418
卡门萨克庄园红葡萄酒
Chateau Camensac
年份：2000（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8,000-10,000
卡门萨克古堡地处波尔多上梅多克产区，与圣朱利安产区接壤，是上梅多克少数几家
列级名庄之一。与其他几个上梅多克列级酒庄一样，虽然这个产区并没有取得十分
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酒的质量仍然备受称赞。葡萄酒酒体中等，口感温和细腻，易于
入口，强劲的单宁赋予这些酒巨大的陈年潜力。虽然其果味不够浓郁，但柔顺度及醇
和度都极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葡萄酒价格比同类酒庄的都要便宜很多。关于
卡门萨克酒庄的历史起源，相关的记载并不详尽。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该酒庄在
17世纪已开始参加波尔多的葡萄酒贸易，生产的葡萄酒出口到荷兰、英国等国家。在
1855年列级酒庄评级中，卡门萨克与同产区的列级名庄佳得美酒庄（Cantemerle）和巴
加芙酒庄（Belgrave）等一起被列为五级酒庄。

艺术桥自首发年份2010年起，这款高级限量版的的艺术葡萄酒套
装，现已销售至全球十五个国家。艺术桥就像一座连接艺术及美酒，东
方与西方的桥梁。她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艺术世界的精华（即大师级画家
赵无极、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先生的名作）以及美酒世界的精粹（由庞天
宝先生及其他享负盛名的葡萄酒专家精心挑选的波尔多及勃艮第佳酿）
完美地结合，让那些追求美丽、愉悦、质量的爱好者、收藏家、葡萄酒
拥趸享受独特的艺术体验。于1802至1804年间拿破仑时代建成的艺术之
桥（法语：PontdesArts），乃巴黎市中心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其横越塞
纳-马恩省河连接法兰西学会以及当时称作“艺术宫”（PalaisdesArts)的
卢浮宫。
庞天宝及其父亲，法国葡萄酒传奇人物PaulPontallier，在玛歌酒庄工
作超过30年的传奇酿酒师，与波尔多和勃艮第葡萄酒专家用上三年时间
品尝，调配和酿制艺术桥系列佳酿。他们在法国寻找顶级产区和最优质
的葡萄，为创造艺术桥独一无二的美酒，考察了波尔多和勃艮第700个
不同的地块，并最终每年精选出六款酒。由名艺术家设计酒标已是酒坛
常传佳话，Pont des Arts(庞狄莎)将著名华裔画家赵无极的作品，化成葡
萄酒标，推出六款来自勃艮第和波尔多的收藏酒品，让艺术与酒结合的
美妙跃然于瓶上。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先生已届九十二岁高龄，每年冬
天，赵无极都会从巴黎南下小住吸取作品灵感。赵无极擅长融合中国传
统与欧洲艺术精髓，风格别树一帜，作品长年于各地展出；他到处游历
吸收新灵感，慢慢建立起自家的画风，擅长把富东方色彩的写意画法及
西方的抽象意念相连接，很快便得到收藏家的靑睐，在拍卖会中屡创纪
录。

1419
庞狄莎50年纪念套装（八支限量版套装）
Pont Des Arts（Eight-bottle limited edition）
年份：NV
規格：750ml
數量：8

RMB：17,000-22,000

1420
庞狄莎50年纪念套装（十五支装限量版赵无极大师全集套装）
Pont Des Arts（Fifteen-bottle limited edition collection）
年份：NV
規格：750ml
數量：15

RMB：75,000-100,000

1419

1420

波尔多1855顶级名庄典藏

1855年酒庄分级体制是波尔多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这份葡萄酒目录不仅表现了波尔多葡萄园
的等级划分，还反映出了本地区的历史渊源、葡萄酒贸易及酒庄情况。在17世纪40 年代，客户只
需订购梅多克产区(Medoc)的葡萄酒就能得到高质量的保证，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对波尔多
酒产地的认识越来越细化了，在细化到村镇后，他们又进一步细化到了一些著名酒庄。
奥比安酒庄不是唯一一个被英国消费者所认知的酒庄。还有另外三个酒庄也同样知名：位于玛
歌村的玛歌酒庄(Margaux)、位于波雅克村(Pauillac)的拉图酒庄(atour)和拉斐酒庄(Lafite)。这四家酒
庄的葡萄酒，质量无与伦比，声名远播，供不应求以致价格远高于其它波尔多酒。因此，奥比安
酒庄、玛歌酒庄、拉图酒庄和拉菲酒庄自成等级包括在1973年晋级上来的木桐酒庄合称：“一级
酒庄”。受其地理位置决定，波尔多很早就与贸易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古罗马时期，这里就成
为将内陆葡萄酒销往意大利的海运集散地。后来，当波尔多地区大面积栽种葡萄并成为葡萄酒的
重要产地后，葡萄酒贸易继续进行，并以海运对外销售为主。因此，波尔多葡萄酒从一开始就是
面向国际市场的。
在17 世纪，其买主主要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要求波尔多葡萄酒要具有个性和高质量，但
方式不同。荷兰人要求葡萄酒的价钱要好，质量位居其次。英国人买酒是为了自己消费，船运也
很快捷，因此，英国人需要的是高质量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在英国上流社会成为时尚，以至于
酒价不断攀升。在17 世纪40 年代，客户只需订购梅多克产区(Medoc)的葡萄酒就能得到高质量的
保证，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对波尔多酒产地的认识越来越细化了，在细化到村镇后，他们
又进一步细化到了一些著名酒庄。在 18 世纪中叶，其它酒庄也认识到了，提高葡萄酒的质量能带
来商业利益。他们开始致力于酿造好酒来吸引英国有钱人的注意。有几家酒庄逐渐在市场上建立
了好名声，虽然他们的酒价还没有一级酒庄那么高，但已经很接近了，这些酒庄被称作“二级酒
庄”。1787 年春，当杰斐逊(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到访波尔多时，这一分级体系
才刚刚收录了“三级酒庄”这一等级。随着三级酒庄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人们又考虑在它下面再
添加一个等级。19世纪20 年代的酒价表显示了这一分级体系的变迁：四级酒庄面世，三级酒庄行
列里又补充进了一些新面孔。至19 世纪50 年代早期，波尔多葡萄酒的商业等级已经包含了六十家
酒庄，分为五级。这个分级体系还是当地葡萄酒贸易的基石。所有参与者，包括酒庄生产者、酒
商和经纪人，都对每个酒庄的等级耳熟能详。分级表本来是为业内人士而定，但它却在社会上广
为流传。
1855 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来自法国各省和世界各地的名优产品云集一堂。当时，制
定分级表的任务摊派给了波尔多的经纪人们，因为在葡萄酒贸易的三方(生产者、酒商、经纪人)
中，只有经纪人才具备全面的眼光。1855 年4 月5 日，波尔多商会致函葡萄酒经纪人公会，要求
他们提供“一份本省红葡萄酒全部列级酒庄的名单，尽可能详细和全面，要明确每个酒庄在五个
级别中的归属及其地理位置”。 4 月18 日，名单出炉，称为“1855 年分级体制”，在160 年后的
今天，该分级仍被世界葡萄酒界所尊崇。同样，这个分级表也不局限于在1854 年表现优异的葡萄
酒，分级是基于每款葡萄酒多年来的表现，只有那些质量长期稳定的葡萄酒才能入围。
总而言之，一家酒庄之所以能入围1855 年分级体系，唯一的理由便是：其固有表现表明，它
能够长期稳定地酿制优质葡萄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酒经纪人所制定的1855 年版分级表逐
渐树立起了权威，达到了此前的任何一版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值此1855 年分级制度诞生160 周年
之际，世界葡萄酒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波尔多葡萄酒卓越质量的见证，这张分级表存在的
巨大价值。分级表及其入围酒庄，给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了双重的感动：它代表着一种神秘状
态，揭示出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可能性；这种追求体现在葡萄酒中，给全世界葡萄
酒爱好者带来了如此美妙的享受。

1421
1855列级酒庄酒61支套装
1855 Grand Cru
年份：2007
規格：750ml
數量：61

RMB：55,000-70,000

1422
1855列级酒庄酒61支套装
1855 Grand Cru
年份：2008
規格：750ml
數量：61

RMB：63,000-80,000

1423
1855列级酒庄酒61支套装
1855 Grand Cru
年份：2011
規格：750ml
數量：61

RMB：53,000-70,000

1424
波尔多五大名庄（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年份：1982（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100分、拉图100分、奥比昂 95
分、玛歌98分、木桐100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76,000-100,000

1425
波尔多五大名庄套装皮质礼盒（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Premier Grand Cru 1855 Grand Cru
年份：1989（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90分、木桐90分、奥比昂100分、拉图89分、
玛歌89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35,000-50,000

1426
波尔多五大名庄皮质礼盒（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Premier Grand Cru 1856 Grand Cru
年份：1996（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100分、拉图99分、奥比昂99分、玛歌98分、木桐94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30,000-50,000

1427
波尔多五大名庄套装皮质礼盒（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Premier Grand Cru 1857 Grand Cru
年份：1997（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92分、拉图89分、奥比昂 89分、玛歌90分、木桐90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24,000-30,000

1428
波尔多五大名庄套装皮质礼盒（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Premier Grand Cru 1858 Grand Cru
年份：1998（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98分、拉图90分、奥比昂 96分、玛歌91分、木桐96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25,000-32,000

1429
波尔多五大名庄套装皮质礼盒（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
Premier Grand Cru 1859 Grand Cru
年份：2001（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94分、拉图95分、奥比昂 94分、玛歌93分、木桐89分）
規格：750ml
數量：5

RMB：23,000-30,000

1430
波尔多九大名庄套装（拉菲、拉图、武当、玛歌、红颜容、白马、修道院红
颜容、柏图斯、滴金）
Premier Grand Cru Boedeaux
年份：2011（罗伯特·帕克评分：拉菲90-93分、WE拉图96分、奥比昂92-95分、玛歌
WE95分、木桐93-96分）
規格：750ml
數量：9

RMB：46,000-65,000
毫无疑问，波尔多是世界上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产区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波尔多葡萄酒从葡萄的种植到葡萄酒的酿造乃至储存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唯独只有
波尔多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翻开波尔多地图，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传统与现代的完
美结合的美景图。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多少酒庄曾几度易主，酿酒的成本也潮起潮
落，但似乎还有一些东西是经久不变的... ！波尔多葡萄酒一直以来被视为卓越与优秀的
代名词，只要一提到波尔多葡萄酒，大家第一反应无不是美酒佳酿和优雅平衡。

罗曼尼•康帝酒庄（Domaine de La Romanee-Conti），
常被简称为“DRC”，是勃艮第（Burgundy）著名酒庄
之一，不仅拥有罗曼尼•康帝（Romanee-Conti）和拉
塔希（La Tache）这两个特级葡萄园，在其它特级葡萄
园如里奇堡（Richebourg）、圣维旺（Romanee-SaintVivant）、依瑟索（Echezeaux）和大依瑟索（Grands
Echezeaux）等都有园地。该酒庄生产的葡萄酒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昂贵的葡萄酒之一，以厚重、复杂和耐存著称。酒
庄葡萄酒通常选用产量极低的老藤葡萄作为原料，葡萄在
酿造时还要经过严格挑选。
当然，晚采收、好园地以及精心酿造等都是该酒庄成功
的秘诀。罗曼尼•康帝葡萄酒售价极高，被誉为亿万富翁
所饮的酒。在葡萄酒大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
的评价中，罗曼尼•康帝各年份的葡萄酒都在90分以上。
如今罗曼尼•康帝酒在市面上难得一见，酒庄并不单独销
售，一般只有购买12瓶酒庄其他园区的酒时，才搭售一瓶
罗曼尼•康帝。罗曼尼•康帝酒被认为是充满了神秘感且气
质优雅的传奇葡萄酒。

1431
罗曼尼康帝套装（康帝一瓶，拉塔西3瓶，李其堡2瓶，大艾依索1瓶，小艾
依索2瓶，圣维旺3瓶。）
Domaine de la Romanee-Conti Assortment -Vintege 1990
年份：1990（罗伯特·帕克评分：康帝拉塔西99分，李其堡95分，大艾依索94分，
小艾依索91分，圣维旺92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540,000-700,000

1432
罗曼尼康帝套装（康帝一瓶，拉塔西3瓶，李其堡2瓶，大艾依索2瓶，小艾
依索2瓶，圣维旺2瓶。）
Domaine de la Romanee-Conti Assortment -Vintege 1999
年份：1999（罗伯特·帕克评分：康帝拉塔西99分，李其堡96分，大艾依索95分，
小艾依索92分，圣维旺94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400,000-600,000

1431

1432

滴金（伊甘）酒庄（Chateau d'Yquem）是法国波尔
多格拉夫产区苏玳名庄之一，位于产区南部，酒庄地势
较高，从数公里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来这里参观的
游客可以站在高处，俯瞰周围美丽的葡萄园。该酒庄
在1855年苏玳和巴萨克官方评级（1855 Classification of
Sauternes and Barsac）中被评为超一级酒庄（Premier Cru
Supérieur），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酒庄，由此可见滴
金的地位及其葡萄酒的质量之高。滴金酒庄葡萄酒以复
杂浓缩，相当甜润的口感著称。酒中相对较高的酸味，
可以帮助平衡酒中的甜味，此外，该酒的余味较长，令
人回味无穷。酒庄出产的酒只要精心储存，可以陈放一
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陈放的过程中，酒中的果味会逐渐消失，形成更
复杂的二层和三层香气。滴金酒庄对葡萄采摘时间的
选择是十分谨慎的，每年大概会进行平均6次的手工采
摘，以确保挑选到沾染了贵腐菌的葡萄。葡萄平均产
量为900升每公顷（苏玳地区通常是1,200至2,000升每公
顷）。酒庄年均产酒量为65,000瓶。 1811年份的滴金酒
呈现出了异常悠远的余味，Robert Parker在1996年品尝
这款酒时给出了100分的满分。

1433
滴金酒庄
Chateau d' Yquem
年份：1996（罗伯特·帕克评分：95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1,000-15,000

1434
滴金酒庄
Chateau d' Yquem
年份：2005（罗伯特·帕克评分：95-98分）
規格：15L
數量：1

RMB：210,000-260,000

1433

1434

1435
芝路酒庄贵腐甜白葡萄酒
Chateau Guiraud
年份：2000
規格：750ml
數量：6

RMB：6,000-9,000
芝路酒庄（Chateau Guiraud）是法国波尔多格拉夫（Graves）苏玳（Sauternes）产
区的酒庄之一，在1855年苏玳和巴萨克葡萄酒官方评级中被评为一级酒庄（Premier
Cru Classe）。芝路酒庄原名为“贝尔贵族之家（Noble House of Bayle）”，那时，
酒庄的所有者还是蒙斯•圣•保利（Mons Saint-Poly）家族。1766年2月22日，波尔
多新教徒商人皮埃尔•芝路（Pierre Guiraud）花重金购得此酒庄。1799年，皮埃尔
去世，其子路易（Louis）继承了该酒庄，他不但将酒庄从1793年开始的经济困境
中挽救回来，还通过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使酒庄名声大振。1837年，路易去世，儿子
皮埃尔•阿曼（Pierre-Aman）继承了这个已经发展良好的酒庄。1846年，酒庄被卖
给迪潘（Depons）绅士领导的一个团体。在这些人的努力下，酒庄在1855年苏玳和
巴萨克葡萄酒官方评级中获得了一级酒庄的荣誉，在21家酒庄中排名第9。芝路酒
庄的占地面积为128公顷，葡萄园面积100公顷，其中的85公顷葡萄用于传统苏玳葡
萄酒的酿制（包括正牌酒和副牌酒），而其余的15公顷则用于生产酒庄的干白葡萄
酒。这些葡萄树的平均树龄为40年，种植密度在每公顷6,660至7,200株之间。芝路
酒庄葡萄的单位产量非常低，通常每公顷只有1,200升。要经过数次的手工采摘，
才能挑选到符合要求的沾染了贵腐菌的葡萄。期间，酿酒师会不断去品尝葡萄酒，
如果有些葡萄酒不够资格成为正牌酒Chateau Guiraud，那么，酿酒师会用这些酒调
配成副牌酒Le Dauphin de Chateau Guiraud。酒庄所有葡萄酒的年均总产量大约为
15,000箱。

1436
哈宝酒庄贵腐甜白葡萄酒
Chateau Rabaud-Promis
年份：2001
規格：500ml
數量：12

RMB：5,800-7,500
哈宝普诺酒庄（Chateau Rabaud-Promis）与斯格拉哈伯酒庄（Chateau
Sigalas-Rabaud）原本同属于一个酒庄——哈宝酒庄（Chateau Rabaud）。哈
宝酒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60年，当时为贝红妮•哈宝（Peyronne de Rabaud）
夫人所有。之后，酒庄作为夫人的嫁妆转入卡佐（Cazeau）家族。卡佐家族
是当地著名的贵族，拥有众多产业，对哈宝酒庄并没有太重视。在卡佐家族
掌管酒庄的150年间，酒庄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 1819年，加百列•德美
（Gabriel Deyme）从卡佐家族手中购得酒庄。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酒庄的声
誉日益提升，并且在1855年苏玳和巴萨克分级评选中入围，被评为苏玳和巴
萨克一级酒庄。1974年菲利普•德金（Philippe Dejean）被指派为总经理后，
酒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菲利普•德金改进了葡萄园种植技术，控制葡萄产
量，采收时严选优质果实。酒精发酵完成之后，酒庄的葡萄酒通常要在橡木
桶中（33%新桶）陈年15个月。酒庄葡萄酒的质量也因此逐步提高，受到了葡
萄酒爱好者的青睐。

酿制贵腐酒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就
是:“没有失去一 切的勇气，将永远无法致
胜！”因为酿制贵腐酒需要采摘萎 烂的葡
萄，因此必须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慢节奏进
行，而且要分多次采摘，每次都只能摘下萎
烂程度最深的葡萄，其它留待下次达到要求
时再采摘。
用这种水分含量极少的葡萄酿制的酒，产
量很低，而且还常常会因为年份收成不够好
而颗粒无收。深金黄色的酒裙，无与伦比的
优雅，酒香丰富均衡，余味悠长芬芳，唇齿
留香。年轻时浓得坚硬结实，成熟时丰沛圆
融，每一次品尝都是味觉的惊喜。

1437
交响乐贵腐甜白葡萄酒
Domaine du Noble
年份：2013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20,000-30,000

1438
交响乐贵腐甜白葡萄酒
Domaine du Noble
年份：2013
規格：750ml
數量：60

RMB：27,000-35,000

1437

1438

1439
黑桃A香槟套装
Champagne Armand de Brignac
年份：NV
規格：750ml
數量：4

RMB：18,000-25,000
黑桃A香槟酒庄由卡蒂埃（Cattier）家族创立。早在1763年，在
法国一个小村庄内，卡蒂埃家族便拥有自家葡萄园，并进行葡萄
种植。如今，酒庄仍由这个家族拥有，目前的庄主是家族的第
十代后裔。在2009年全球唯一一本香槟专业杂志《佳香槟》(Fine
Champange)组织的一场香槟盲品大赛中，有一匹黑马，以96分的
平均分打出一张决胜王牌，将酩悦、路易王妃等大牌甩在身后。
这匹黑马便是黑桃A香槟（Champagne Armand de Brignac）。最
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黑桃A香槟的酒瓶。它独特的金瓶设计，据说
是出自法国时尚界一个酷爱黑桃A的名家的灵感。这种设计显得
十分华丽贵气，为黑桃A香槟奢华的气质加分不少。

1440
泰亭哲艺术香槟12瓶一套
Champagne Taittinger
年份：1978-2000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75,000-100,000
泰亭哲香槟酒庄最初由雅克•弗尔诺（Jacques Fourneaux）先生创立于
1734年，自创立初始就与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s）合作密
切，因为当时本笃会修道院拥有香槟区最好的葡萄园。也许是受波尔
多木桐酒庄富于艺术气息的酒标设计的启发，该酒庄从1973年起开始
推出大师藏品系列（Collections de Maitres）。其瓶子的形状并无特别
之处，但瓶子外面却多了一层塑料套。酒庄每年都会邀请一位艺术家
为这个塑料套设计图案，例如1978年为瓦萨雷力 （Vasarely），1981
年为阿尔曼（Arman），1982年为安德烈•马森（Andre Masson），
1983年为达西瓦（Maria-Elene Vieira da Silva），1985年为利希滕斯坦
（Roy Lichtenstein），1986年为哈尔东（Hartung）等等。这个系列的
酒既美观又富新潮吸引力，雅俗共赏。大师藏品酒是以黑皮诺葡萄品
种为主，辅以部分霞多丽（Chardonnay）酿制而成，优雅而清新，每
年仅酿制10万瓶，是藏酒家们酒窖中每年的必藏品。1981年8月，英
国查理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结婚的喜宴酒选用的便是1973年份的大师藏
品酒。

1441
香槟王彩色六一套
Dom Perignon
年份：2002
規格：750ml
數量：6

RMB：22,000-30,000
提到香槟酒，大家必然会想起唐·培里侬神父（Dom Perignon，1638～1715）。
这位圣本笃教会的神父与法王路易十四同年同日 生，同年同日死，终生几乎都
在本地区南部一个小修道院欧维乐（Hautvillers）管理酒窖。唐·培里侬神父对
酒情有独钟。当时修道院的葡萄酒园只生 产差劲的酒，于是神父就用混酒的方
式，将附近各葡萄园的红葡萄和白葡萄拿来酿酒，以此来改善葡萄酒的质量，
酒价也因此上涨。他还从西班牙其他修士那儿学到 使用软木塞来使酒不致变
质。唐·培里侬神父从不吝惜自己的发现，乐于推广给其他酒农。后来一切有
关香槟的发明，都归功于这位脾气古怪的神父。一般的香槟酒在5年后达到最
佳成熟期，过了10年，若保存不佳，极易走下坡路。唐·培里侬香槟却得天独
厚，l0年正是其巅峰期：细致、优雅，散发出一点点烧烤栗子的味道，带有微酸
略甜的涩味……一切都是风情万种，迷人之至!

1442
柏图斯
PETRUS
年份：1982
規格：750ml
數量：1

RMB：51,000-65,000
柏图斯酒庄（ Petrus）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产
区，是产区最知名的酒庄。是目前波尔多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酒王
之王。它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婚宴用酒，曾是白宫主人肯尼迪总统
的最爱。他那苛刻的酿造条件 柏图斯酒庄的平均年产量不超过3万瓶，
数量极为有限，价格也十分昂贵。而且，柏图斯酒庄在每个国家仅有
一家特约进口商，进口商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酒，并可自行决定分配
给老客户。

1443
柏图斯
PETRUS
年份：1983/1986/1987
規格：750ml
數量：3

RMB：55,000-75,000
柏图斯酒庄（ Petrus）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
产区，是产区最知名的酒庄。是目前波尔多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
酒王之王。它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婚宴用酒，曾是白宫主人肯尼
迪总统的最爱。他那苛刻的酿造条件 柏图斯酒庄的平均年产量不
超过4万瓶，数量极为有限，价格也十分昂贵。而且，柏图斯酒庄
在每个国家仅有一家特约进口商，进口商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酒，
并可自行决定分配给老客户。

1444
柏图斯
PETRUS
年份：1994
規格：750ml
數量：1

RMB：18,000-25,000
柏图斯酒庄（ Petrus）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产
区，是产区最知名的酒庄。是目前波尔多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酒
王之王。它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婚宴用酒，曾是白宫主人肯尼迪
总统的最爱。他那苛刻的酿造条件 柏图斯酒庄的平均年产量不超过
7万瓶，数量极为有限，价格也十分昂贵。而且，柏图斯酒庄在每个
国家仅有一家特约进口商，进口商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酒，并可自
行决定分配给老客户。

1445
柏图斯
PETRUS
年份：2001/2002/2004
規格：750ml
數量：3

RMB：51,000-65,000
柏图斯酒庄（ Petrus）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波美侯（Pomerol）产
区，是产区最知名的酒庄。是目前波尔多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酒
王之王。它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婚宴用酒，曾是白宫主人肯尼迪
总统的最爱。他那苛刻的酿造条件 柏图斯酒庄的平均年产量不超
过8万瓶，数量极为有限，价格也十分昂贵。而且，柏图斯酒庄在
每个国家仅有一家特约进口商，进口商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酒，并
可自行决定分配给老客户。

1446
拉菲古堡红葡萄酒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年份：2004/2005/2006/2007 （罗伯特·帕克评分：95/96/97/94分）
規格：3L
數量：4

RMB：130,000-180,000
在世界上各国各地，各门各派的酒王中，最出名的酒王应算是法国波尔多
波伊雅克村的拉菲庄了。拉菲庄是由一名姓拉菲（Lafite）的贵族创园于
1354年，在十四世纪已相当有名气。直至1868年詹姆士•罗斯柴尔德爵士
（Baron James Rothschild）在公开拍卖会上以天价四百四十万法郎中标购
得。而年代久远的拉菲红酒，更是存世稀少，因此受到红酒收藏家的狂热
追捧。拉菲酒庄在采摘和酿造陈酿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质量的传统 使
一直被藏酒所追捧 ，例如拉菲酒庄酒在198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瓶
1787年的拉菲红酒以10.5万英镑的高价拍卖，创下并保持了迄今为止最昂贵
葡萄酒的世界纪录。

1447
拉菲古堡红葡萄酒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年份：2008/2009/2010/2011 （罗伯特·帕克评分：98/99/98-100/90-93分）
規格：3L
數量：4

RMB：175,000-210,000
在世界上各国各地，各门各派的酒王中，最出名的酒王应算是法国波尔多波伊
雅克村的拉菲庄了。拉菲庄是由一名姓拉菲（Lafite）的贵族创园于1354年，
在十四世纪已相当有名气。直至1868年詹姆士•罗斯柴尔德爵士（Baron James
Rothschild）在公开拍卖会上以天价四百四十万法郎中标购得。而年代久远的拉
菲红酒，更是存世稀少，因此受到红酒收藏家的狂热追捧。拉菲酒庄在采摘和
酿造陈酿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质量的传统 使一直被藏酒所追捧 ，例如拉
菲酒庄酒在198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瓶1787年的拉菲红酒以10.5万英镑
的高价拍卖，创下并保持了迄今为止最昂贵葡萄酒的世界纪录。

1448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6（罗伯特·帕克评分：94分）
規格：3L
數量：1

RMB：43,000-52,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
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
进行任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下了
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
利普聘请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1945年
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
术家为酒庄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神
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
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
陈年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49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94分）
規格：3L
數量：1

RMB：50,000-60,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
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
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
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
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
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
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
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
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
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
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
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
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0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5（罗伯特·帕克评分：96分）
規格：6L
數量：1

RMB：54,000-70,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
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
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
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
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
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
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
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
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
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
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
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
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1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6（罗伯特·帕克评分：98+分）
規格：6L
數量：1

RMB：41,000-55,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
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
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
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
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
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
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
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
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
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
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
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
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2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92分）
規格：6L
數量：1

RMB：39,000-52,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
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
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
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
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
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
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
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
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
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
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
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
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3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8（罗伯特·帕克评分：94+分）
規格：6L
數量：1

RMB：39,000-52,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
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
任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下了唯一
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
请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1945年纪念二战
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
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神灵活现地展示
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
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
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4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3/2004/2005/2006 （罗伯特·帕克评分：95+/92+/96/98+分）
規格：3L
數量：4

RMB：73,000-100,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
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何变
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
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派艺术家
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
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
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
桐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
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5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7/2008/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92/94+/98+分）
規格：3L
數量：3

RMB：65,000-90,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
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
有进行任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
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
年菲利普聘请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
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
图”，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典型
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
需在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6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92分）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65,000-95,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
一件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
有进行任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
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
年菲利普聘请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
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
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
图”，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典型
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
需在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7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5/2006/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96/98+/92分）
規格：1.5L
數量：3

RMB：31,000-42,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
就是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
任何变动。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
一个升级酒庄。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
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
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
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的“酒神狂欢图”，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
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
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饮，
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8
木桐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
年份：2008/2009/2010（罗伯特·帕克评分：94+/96-98+/97-100分）
規格：1.5L
數量：3

RMB：50,000-70,000

木桐酒庄有很多传奇故事在里面，但为世人所熟知的两急件事为:第一件就是
酒庄升级。法国葡萄酒界非常传统，自1855年分级后，从没有进行任何变动。
直到1973年 木桐酒庄通过等等关卡才最终升级,创下了唯一的一个升级酒庄。
第二个令木桐出名的还有艺术酒标。1924年菲利普聘请立体派艺术家艺术家
让•卡路设计木桐的酒标开始,到1945年纪念二战胜利的标志性”V”字型酒标
每年都会请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为酒庄作画,最著名的酒标是1973年毕加索
的“酒神狂欢图”，神灵活现地展示了美酒为生活带来的欢乐。木桐的酒具有
典型的赤霞珠特征，成熟的黑加仑子果味，咖啡、烤木香气，单宁劲道，需在
瓶中陈年7-15年方可以饮，是世界顶级收藏酒之一。

1459
玛歌古堡红葡萄酒
Chateau Margaux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
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
88/91+/95/99/90/91/94/100/93/93/99/93/98+/94/92/94/98-100
分）
規格：750ml
數量：16

RMB：79,000-110,000
玛歌酒庄（Chateau Margaux）有着太多的传奇，它是法国波尔多左
岸梅多克产区玛歌村的知名酒庄，在1855年就已经进入四大一级酒
庄的行列，与拉菲古堡、拉图酒庄和侯伯王酒庄齐名，美国前总统
托马斯•杰弗逊还曾将它评为波尔多五大名庄之首。1990年是玛歌酒
庄最伟大的年份之一，这一年玛歌酒庄葡萄酒获得了罗伯特•帕克
100分评分的最高评价。该款酒完美的诠释了玛歌葡萄酒力量与优雅
并重的经典风格，这一年的玛歌正牌非常值得陈年，梅洛、赤霞珠
和味而多三种葡萄的经典混酿，得到了一款迷人、出众的葡萄酒。

1460

1461

金玫瑰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Gruaud Larose

金玫瑰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Gruaud Larose

年份：1989（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3L
數量：1

年份：1989（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3L
數量：1

RMB：5,100-6,000

RMB：5,100-6,000

金玫瑰酒庄（Chateau Gruaud Larose）坐落于波尔多左岸圣朱利安（Saint-Julien）葡萄酒产区，在1725年左
右由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斯•古奥（Joseph Stanislas Gruaud）骑士创建。1757年，古奥骑士获得了一块靠近当今原
址的种植地。阿保特•古奥（Abbot Gruaud）以其自身的幽默感和怪癖而闻名。每年，当他的酒将要销往哪个国
家时，便在酒庄塔顶升起该国国旗。1771年9月6日创始人离世，他的唯一继承人让-沙巴斯泰恩•玫瑰（JeanSebastien de Larose）随即成为了金玫瑰酒庄的新主人。1791年，酒庄经过了60年的漫长时间后才正式有了 “金玫
瑰（Larose）”这个名字。几百年来，因财产继承以及买卖等事情，酒庄的所有权分分合合。1795年11月28日，
玫瑰骑士离世。他的3个子女由于在分配上无法达成共识，便将酒庄拍卖。
1812年12月21日，波尔多贸易商巴古尔与萨盖特联合公司（Balguerie,Sarget and Co）入主酒庄。此时，酒庄正
式命名为“金玫瑰酒庄（Chateau Gruaud Larose）”。萨盖特（Sarget）男爵在当时想出了“酒中至尊，王者之酒
（king of wines, wine of kings）”这一格言。金玫瑰酒庄正牌酒呈现漂亮、强烈而浓厚的红色。此外，它还散发
着一阵强烈的酒香，口感结构不错，有着平滑、丰富的单宁以及相当可观的强劲度。因而金玫瑰是一款以强劲
和独特性为特色的酒。而副牌酒则呈现闪闪发光的红色，更为醇厚，散发着阵阵细致优雅，富含果味和秋天气
息的香气，一股伴有丰富且柔和的单宁，并在余味中表现出独创性。

宝玛酒庄（Chateau Palmer）位于波尔多梅多克区的著名酒村玛歌产区内，与玛
歌酒庄（Chateau Margaux）和鲁臣世家酒庄（Chateau Rauza-Segla）相邻。其城堡
有四个塔楼，悬挂着三面不同的国旗，十分有特色。宝玛酒庄虽然在1855年波尔多
列级名庄的分级中仅位列第三级，但却是唯数不多的能够挑战一级庄的三级酒庄。
宝玛酒庄最初起源于加斯克（Gascq）城堡，在被称为“宝玛（Palmer）”之前，
“加斯克”这一称谓已经沿用了几个世纪。加斯克家族是波尔多地区颇具影响力的
贵族，他们拥有梅多克的大片土地。
1784年，随着迪仙酒庄的土地被分割，他们获得了靠近玛歌地区的部分土地，通
过不断的扩张形成了加斯克酒庄。1814年，效力于英军惠林顿（Wellington）旗下
的查理斯•宝玛（Charles Palmer）将军从加斯克家族的手中买下了酒庄，并用自己
家族的姓氏为它命名。由于宝玛将军非凡的交际应酬能力，宝玛红葡萄酒很快便为
伦敦各大会所争相追捧，甚至赢得了未来的乔治四世英王的青睐。基于宝玛将军为
酒庄作出的巨大贡献，酒庄保留了“宝玛（Palmer）”的名号。1844至1853年，宝
玛酒庄由巴黎海铂德（Hypothecaire）储蓄银行管理经营。1853年6月，法兰西第二
帝国时期的两大银行家，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有力竞争对手，埃米尔
（Emile）和艾萨克•佩雷尔（Isaac Pereire）先生以41.3万法郎的价格购下酒庄，这
在当时可谓是一笔数目可观的交易。
自1853年（购买下酒庄之日）起，埃米尔和艾萨克•佩雷尔便试图让酒庄的运作
重新步入轨道，不幸的是，由于时间太过紧迫，以至于最后他们没能在1855年葡萄
酒分级评选时将宝玛酒庄提升到一等酒庄的地位：酒庄仅被评为三等列级酒庄，
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宝玛的品质远不只如此。1856年，他们邀请了波尔多建筑
师柏古埃（Burguet）先生设计并建成了今天的酒庄主堡。四个波尔多顶级葡萄酒
批发商世家——马勒-贝斯（Mahler-Besse）家族、西塞尔（Sichel）家族、米埃勒
（Miailhe）家族和吉娜斯（Ginestet）家族聚到了一起，共同购买了宝玛酒庄，并逐
渐恢复了酒庄应有的地位。
2004年，持股家族将宝玛酒庄的管理重任交付给了托马斯•
德胡斯（Thomas Duroux）先生。托马斯•德胡斯是一位农
艺 学 工 程 师 ， 曾 在 众 多 世 界 顶 级 酒 庄 从 事 葡 萄 酒 酿 造 工 作 。
如同那些顶级的玛歌产区葡萄酒，细腻与高雅是宝玛酒庄葡萄酒一贯的特色。酒庄
正牌酒采用了同等比例的梅洛葡萄和赤霞珠葡萄以及少量的味而多酿制，香芬独特
复杂，果香、花香和辛香料香交织在一起，结构饱满，质感非凡，馥郁的芳香和强
劲的单宁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得宝玛葡萄酒在酒龄尚浅的时候就已具有了无
与伦比的魅力。

1462
宝玛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Palmer
年份：2007/2008/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89/94/94-96分）
規格：3L
數量：3

RMB：22,000-30,000

1463
宝玛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Palmer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1.5L
數量：3

RMB：8,800-12,000

1464
宝玛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Palmer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1.5L
數量：3

RMB：8,800-12,000

1465
龙船庄园红葡萄酒
Chateau Beychevelle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1.5L
數量：6

RMB：7,600-10,000
龙船酒庄干红葡萄酒拥有被誉为“波尔多凡尔赛宫”的后花园，酒名寓意吉祥，是除一级庄外在中国名
声最响、最受关注的法国名庄酒。龙船酒庄（Chateau Beychevelle）位于波尔多左岸的圣朱利安（SaintJulien），毗邻龙船（Beychevelle）镇。在1855年梅多克列级评定中，龙船酒庄被评为四级酒庄。龙船
酒庄最早以出产极具细致优雅且顺滑的葡萄酒著称。现在由于调配时加入了更多的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葡萄酒已经变得更加丰富，风味也更复杂。另外，酒庄帝王般的建筑气质与奢华的花床皆
为吸引众人的焦点。龙船酒庄拥有近400年的历史。15世纪时期，酒庄为格莱利（Grailly）家族所有。1446
年，酒庄被传给富有且有权势的弗瓦德•康达勒（Foix de Candale），当时称为梅多克酒庄（Chateau de
Medoc）。1587年，家族后人玛格丽特（Marguerite）小姐嫁给当时波尔多地区的总督德佩农公爵（Duc
D'Epernon），酒庄作为她的嫁妆转入了德佩农公爵家族。德佩农公爵官运亨通，深得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器重，后来他成为了法国海军总司令，权倾一时， 得到不少人的崇拜和尊敬。总司令和夫人常住酒庄，为
此，龙船酒庄修建了豪华的城堡和后花园，这个城堡就是波尔多所有酒庄中最大的城堡，被称为“波尔多
的凡尔赛宫”。据说，正是因为德佩农公爵，酒庄才改名为龙船酒庄（Chateau Beychevelle）。酒庄的位置
临近吉伦特河边，后花园一直向河边延伸，可以看到往来的船只。往来船只上的人们知道海军总司令就住
在这里，为了表示对他的臣服和敬仰，都会自觉地向他敬礼。但由于河面太宽，用手敬礼未必能被看见，
因此，他们后来以斜下半帆以示敬礼，久而久之，这便成为当地不成文的约定。 船员们经过这里时都会大
声喊“Baisse-Voile”，意为“下半帆”。总司令听见后明白其意，非常喜欢，决定以一艘下着半帆的龙船
作为酒庄的标志。 至此，首部饰有狮身鹫首怪兽（希神）的龙船则成为了酒窖的守护神，并以象音单词
“Beychevelle”代表“Baisse-Voile”作为酒庄名字。龙船酒庄实行控温发酵，在30℃以下进行，发酵后再在
橡木桶中陈酿18个月，每年所使用的橡木桶中有50%的新橡木桶。帕克认为，龙船酒庄的红葡萄酒自1982年
起品质有很大的提升，酒庄的酒虽不是很深厚，但独有魅力，风格精致。

1466
巴顿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Leoville Barton
年份：2008（罗伯特·帕克评分：92分）
規格：1.5L
數量：3

RMB：5,200-6,500
在波尔多经营葡萄酒生意可以追溯到1722年。当时，托
马斯·巴顿Thomas Barton创建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葡萄
酒公司。1826年，休·巴顿购买了现今巴顿庄园(Chateau
Leoville Barton)部分葡萄园，形成庄园雏形。庄园位于圣
朱利安产区中心地带，拥有45公顷葡萄园，安东尼·巴顿
Anthony Barton于1983年接管家业，现今日常事物交由女
儿李丽安接管。1955年副牌酒 依然有大家风范的陈年能
力，和品质超群的丰富口感。

1467
巴顿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Leoville Barton
年份：2008（罗伯特·帕克评分：92分）
規格：1.5L
數量：6

RMB：10,000-15,000
在波尔多经营葡萄酒生意可以追溯到1722年。当时，托马斯·巴
顿Thomas Barton创建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葡萄酒公司。1826年，
休·巴顿购买了现今巴顿庄园(Chateau Leoville Barton)部分葡萄
园，形成庄园雏形。庄园位于圣朱利安产区中心地带，拥有45公
顷葡萄园，安东尼·巴顿Anthony Barton于1983年接管家业，现
今日常事物交由女儿李丽安接管。1955年副牌酒 依然有大家风
范的陈年能力，和品质超群的丰富口感。

1468
侯伯王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Haut-Brion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92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18,000-20,000
1855年在波尔多分级时列级的60个酒庄，除一个例外，所有酒
庄都在梅多克(Medoc) 。这个例外就是在佩萨克-雷奥良的奥
比昂酒庄。奥比昂酒庄在波尔多“五大” 中最小，却是最早
成名，经历了岁月的奥比昂显出熟美的风韵。草药、土壤和矿
质气，隐隐约约的雪茄盒、烤烟草和摩卡咖啡香；口感柔和醇
厚，层次复杂，烟草、皮革和烤肉香气；丝绒般的单宁，如同
软缎滑过舌尖，柔和中透出支撑长期陈年的劲道。2000年的奥
比昂2000年份奥比昂此酒香气逼人，有极丰富的层次感，混合
了桨果，烟熏，矿物，雪松和铅笔芯的味道。入口以后，味觉
更坚实，虽然有单宁酸的口感，但余韵更悠长。

老托特酒庄（Chateau Trottevieille）位于圣埃
美隆东部地区石灰岩覆盖的高地上，是圣埃美隆
一级特等酒庄的B级酒庄。在整个波尔多地区，
老托特酒庄名字的起源可能是最匪夷所思的。酒
庄的所有者说酒庄的名字源于“La trotte vieille”
这个词组。而“La trotte vieille”的意思是，小跑
的老妇人。
据说，那里曾经居住着一位老妇人，每当葡
萄园脚下有长途汽车经过时，那位老妇人会小跑
着奔向长途车，跟司机打听消息。老托特酒庄
（Chateau Trottevieille）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1469
老托特堡红葡萄酒
Chateau Trottevieille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500-12,000

1470
老托特堡红葡萄酒
Chateau Trottevieille
年份：2007（罗伯特·帕克评分：89+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8,500-12,000

1469

1470

在波尔多经营葡萄酒生意可以追溯到1722
年。当时，托马斯·巴顿Thomas Barton创建了
以自己姓氏命名的葡萄酒公司。1826年，休·巴
顿购买了现今巴顿庄园(Chateau Leoville Barton)
部分葡萄园，形成庄园雏形。庄园位于圣朱利安
产区中心地带，拥有45公顷葡萄园，安东尼·巴
顿Anthony Barton于1983年接管家业，现今日常
事物交由女儿李丽安接管。1955年副牌酒 依然
有大家风范的陈年能力，和品质超群的丰富口
感。

1471
巴顿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Leoville Barton
年份：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93-95+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5,000-6,000

1472
巴顿酒庄红葡萄酒
Chateau Leoville Barton
年份：2009（罗伯特·帕克评分：93-95+分）
規格：750ml
數量：6

RMB：5,000-6,000

1471

1472

莱乐迪酒庄所在的穆利斯产品区位于玛歌和
圣朱利安产区之间，庄园地处穆利斯最高的一
座山丘上，葡萄园面积17.25公顷，平均树龄25
年以上。酒庄内的酿酒设备结合了传统工艺和
现代化技术。来自比利牛斯山的 砂砾土质中种
植的葡萄树，由52%赤霞珠，33%梅乐，10%小
味儿多，5%品丽珠混酿而成。
庄主选用60年以上老藤树龄上的果实，酿造
出年产量不到1400瓶的专属玛歌古堡高尔夫球
场的第“19”洞指定葡萄酒。人工采摘成熟的
葡萄后不进行果实破皮程序，发酵浸渍、淋汁
及进行长时间的葡萄汁浸渍。

1473
第“19”洞干红葡萄酒 L
19ème Réserve du Golf
年份：2012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23,000-30,000

1474
第“19”洞干红葡萄酒 L
19ème Réserve du Golf
年份：2012
規格：750ml
數量：60

RMB：35,000-45,000

1473

1474

庞特尼城堡坐落在梅多克产区北边的一个
小村子里，家族在18世纪接收了20公顷的土
地，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了庞特尼城堡，一直保
存至今（酒瓶正标上就是这个小城堡）。1981
年被波尔多著名的酒商Christian QUANCARD
先生收购，他大刀阔斧将基础设施进行了
现代化改造。他去世后，他的妻子Claudine
QUANCARD，酿酒师Marie-Pierre Lacoste和
葡萄园经理Pascal Guerin先生共同管理这块土
地。参加检验协助酿酒的是波亚克梅德维尔实
验室。
Chateau Pontey, Medoc,是庞特尼城堡的正
牌葡萄酒。该酒结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
发酵和酿造过程是在不锈钢桶中进行，然后放
入橡木桶中进一步发酵和熟成。此款葡萄酒
通常呈美丽的宝石红色，散发着浓郁的水果
及矿物的香气，入口柔顺，还具有圆润迷人
的单宁和悠长的余味。值得一提的是，该款
酒曾获得法国巴黎大赛—世界农产品最高级
大赛的铜牌。在中级酒庄联盟（L'Alliance des
Crus Bourgeois）2012年发布的中级酒庄（Cru
Bourgeois）名单中榜上有名。

1475
庞特尼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Pontey Cru Bourgeois
年份：2011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4,500-6,000

1476
庞特尼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Pontey Cru Bourgeois
年份：2011
規格：750ml
數量：60

RMB：7,200-10,000

1475

1476

密雅邑家族是波亚克地区最古老的葡萄酒商之一，曾拥有波尔
多二级名庄碧尚女爵庄园（Chateau Pichon Longueville Comtessede
Lalande）以及优质中级酒庄西特岚城堡（Chateau Citran），如
今家族还拥有著名的优质中级酒庄古兰城堡（Chateau Coufran）
和苏达尔城堡（Chateau Soutard）。此家族作为波尔多名庄协会
（UGC）成员，在波尔多地区乃至全国赫赫有名，家族严格秉承
波尔多的传统经营理念，将大量酒汁存于酒庄内陈年，达到适饮
期后才对外销售，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酒汁的品质，使其在适
饮期前不受任何运输与储存环境破坏。
无独有偶，波尔多一级名庄拉图庄园（Chateau Latour）也在
2013年宣布取消期酒销售。随着时代变迁，由于资金及外界因素
的影响，极少数波尔多酒庄可以拥有足够资金与空间延续祖先的
这一传统，因而，密雅邑家族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全波尔多老年份
库存量最大的酒商家族，没有之一。韦迪南城堡是波亚克地区最
早开始种植葡萄的庄园之一，城堡具有鲜明的18世纪建筑特色，
酿酒车间临近著名的Cadoume教堂，因而酿酒技术一直被教会垄
断。1972年与1975年，密雅邑家族（Miailhe）两次成为韦迪南城
堡的庄园主，一直管理至今。葡萄园位于波亚克地区、圣-艾斯
戴夫产内的Saint-Seurin-de-Cadourne, 占地60公顷，主要受吉隆
德海港与大西洋气候影响，风土条件得天独厚。

1477
韦迪南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Verdignan Cru Bourgeois
年份：2002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8,600-12,000

1478
韦迪南城堡红葡萄酒
Chateau Verdignan Cru Bourgeois
年份：2002
規格：750ml
數量：60

RMB：14,000-20,000

1477

1478

海洋有着优越的储酒条件，海底的温度最适于
酒的保存，就养酒而言，因为没有光线照射，在
海底，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空气都别想钻入酒瓶。
不仅如此，恒久不变的反压力也能保持葡萄酒的
活力。海水就像一个振动器，微微敲打着酒瓶，
让瓶中的酒渣时不时在酒瓶中周游一圈，这样酒
的口味也会变得更加浓郁丰美。一些海洋生物也
附着在酒瓶上被捞了上来。瓶身满是海藻、海葵
还有贝壳类动物。有的酒瓶上还粘着牡蛎、海星
和小虾。

1479
古豪酒庄海藏干红
Chateau du Coureau Rouge des Cabanes
年份：2012
規格：1.5L
數量：6

RMB：6,000-8,000

25度下酒精发酵两周半的时间。在完成乳酸菌发酵后
转入使用1-2年的橡木桶中陈酿6个月。继而转入海
水中陈化18个月之久后出水。美食搭配：配红烧、焖
炖、焗或烧烤的肉类、海鲜类的食品效果极佳。陈年
能力10年左右。明亮的酒色，果味丰富、优雅；入口时
酒体饱满，极好的表达出细腻的口感和轻柔的单宁，
杏仁和香草的可人味道，有着不俗的长度和新鲜感。

1480
古豪酒庄海藏干红
Chateau du Coureau Rouge des Cabanes
年份：2012
規格：1.5L
數量：12

RMB：12,000-15,000
25度下酒精发酵两周半的时间。在完成乳酸菌发酵后转入使用
1-2年的橡木桶中陈酿6个月。继而转入海水中陈化19个月之
久后出水。美食搭配：配红烧、焖炖、焗或烧烤的肉类、海鲜
类的食品效果极佳。陈年能力10年左右。明亮的酒色，果味丰
富、优雅；入口时酒体饱满，极好的表达出细腻的口感和轻柔
的单宁，杏仁和香草的可人味道，有着不俗的长度和新鲜感。

1481
古豪酒庄海藏干红
Chateau du Coureau Rouge des Cabanes
年份：2012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6,000-8,000
25度下酒精发酵两周半的时间。在完成乳酸菌发酵后转入使用
1-2年的橡木桶中陈酿6个月。继而转入海水中陈化19个月之
久后出水。美食搭配：配红烧、焖炖、焗或烧烤的肉类、海鲜
类的食品效果极佳。陈年能力10年左右。明亮的酒色，果味丰
富、优雅；入口时酒体饱满，极好的表达出细腻的口感和轻柔
的单宁，杏仁和香草的可人味道，有着不俗的长度和新鲜感。

1482
古豪酒庄海藏干红
Chateau du Coureau Rouge des Cabanes
年份：2012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16,000-24,000
25度下酒精发酵两周半的时间。在完成乳酸菌发酵后转入
使用1-2年的橡木桶中陈酿6个月。继而转入海水中陈化
19个月之久后出水。美食搭配：配红烧、焖炖、焗或烧烤
的肉类、海鲜类的食品效果极佳。陈年能力10年左右。明
亮的酒色，果味丰富、优雅；入口时酒体饱满，极好的表
达出细腻的口感和轻柔的单宁，杏仁和香草的可人味道，
有着不俗的长度和新鲜感。

1483
古豪酒庄海藏干白
Chateau du Coureau Blanc des Cabanes
年份：2013
規格：750ml
數量：12

RMB：6,000-8,000
酒的色泽清澈透明泛着金黄，口感清爽、柔
滑、丰美，略带酸甜兼有柑橘、百香果、葡萄
柚、芦笋，矿物质和海水的味道。

1484
古豪酒庄海藏干白
Chateau du Coureau Blanc des Cabanes
年份：2013
規格：750ml
數量：36

RMB：17,000-25,000
酒的色泽清澈透明泛着金黄，口感清爽、柔
滑、丰美，略带酸甜兼有柑橘、百香果、葡萄
柚、芦笋，矿物质和海水的味道。

1485
古豪酒庄海藏葡萄酒套装
Chateau du Coureau Rouge des Cabanes
Chateau du Coureau Blanc des Cabanes
年份：海藏幹紅2012，海藏幹白2013
規格：海藏幹红1.5L/6瓶；海藏幹红750ml/30瓶；海藏幹白750ml/30瓶
數量：海藏幹红1.5L 6瓶；海藏幹红750ml 30瓶；海藏幹白750ml 30瓶；共66瓶

RMB：33,000-50,000
海洋有着优越的储酒条件，海底的温度最适于酒的保存，就养酒而言，因为没
有光线照射，在海底，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空气都别想钻入酒瓶。不仅如此，恒
久不变的反压力也能保持葡萄酒的活力。海水就像一个振动器，微微敲打着酒
瓶，让瓶中的酒渣时不时在酒瓶中周游一圈，这样酒的口味也会变得更加浓郁
丰美。一些海洋生物也附着在酒瓶上被捞了上来。瓶身满是海藻、海葵还有贝
壳类动物。有的酒瓶上还粘着牡蛎、海星和小虾。

拍卖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公司业务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国际
通行惯例制订。竞买人、委托人须仔细阅读本规则各项条款，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项，本公司享有解释权和处理权。
第二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 “本公司”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 “本公司住所地”指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春秀路12号楼；
(三) “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围内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它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四)“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了必要手续，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它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
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
理人；
(五)“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六)“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委托本公司进行拍卖的物品；
(七)“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易之日；
(八)“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
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九)“落槌价”指拍卖师对竞买人最高应价以落槌或其他方式表示的承诺；
(十)“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计算的佣金、
税费、各项费用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它款项後的余额；
(十一)“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部佣金、以及
应由买受人支付的其它各项费用的总和；
(十二)“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其它形式的宣
传品、包装、运输、存储、保管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本规则规
定而收取的其它费用；
(十三)“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拍卖标的最低售
价；
(十四)“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它介绍说明文字之後标明的拍卖标的估计售
价。参考价在拍卖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五)“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费用，现行收
费标准为每日按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
定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自
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
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第四条 瑕疵担保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竞买人应在本公司预展时亲自去审查拍卖标的原物，并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第二章

关於竞买人和买受人的条款

第五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於竞买人及委托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均将制作
拍卖标的图录，对拍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拍卖标的图录中
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於
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
所作的担保。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图
标、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误差者，以原物为
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包括证书、图录、状态
说明、幻灯投影、新闻载体、网络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
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
价中的不准确或遗漏之处负责。
第六条 竞买人之审查义务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任何形式的瑕
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并对自
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它方式亲自审查拟竞买拍卖标的
之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标的图录、状态
说明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定。
第七条 竞买号牌
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
借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办理挂失手续。
无论是否接受竞买人的委托，凡持竞买号牌者在拍卖活动中所实施的竞买行为均视为
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所为，竞买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
本人已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竞买号牌的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
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八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的数
额由本公司与竞买人书面确定。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的，则该保证金在拍卖结
束後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为买受人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
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的定金。
第九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其身份是
某竞买人的代理人，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十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

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三日)办理委托手续，向本
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签订委托竞投协议，并将竞投拍卖品估价的百分之
三十款项汇至本公司，其余款项在竞投成功後七日内付清。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
本公司。
第十一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於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买信息的免费服务，本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投等不承担任
何责任。
第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且最终
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者为该拍卖标的的
买受人。
第十三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於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内容
仅供参考。无论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编号、拍卖标
的图片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因此误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
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四条 拍卖师权利
拍卖师有权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在竞买人出现争议时，有权将拍卖标的
重新拍卖。
第十五条 拍卖成交
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买成功，
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十六条 佣金及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後，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於落槌
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同时应支付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十七条 付款时间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取拍卖标
的。若涉及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买受人需一并支付。
第十八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它货币
支付，应按买受人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於买受人付款日前一
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本公司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
换成人民币所引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它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九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後，拍卖标的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後(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
(一) 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或
(二) 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买价款；或
(三) 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届满。
第二十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前往本公司住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它地点领取所购
买的拍卖标的。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标的，则逾期後对该拍
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
的承担全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本公司或其它代理人代为保管，本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一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司对买受
人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
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承担责任。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受
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
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未付款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按时足额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
种措施：
(一) 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证金(定金)
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同一竞买号牌同时拍得
多件拍品的，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规定时间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则
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二) 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
日後第八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日千分之五收取滞纳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
项之日止；
(三) 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於没
收竞买保证金(定金)、滞纳金等；
(四) 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其它拍卖标的，以及因任何原因由本
公司占有该买受人的任何其它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及/或风险
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定时间内履行其全部付款义务，则本公司
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
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五) 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依据《拍卖法》及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它方
式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
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
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所得的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
额。
(六）无论因何种原因由本公司占有的该买家的任何财产均行使留置权，直至买受人
足额支付购买价款。

第二十三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领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
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 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它地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於自
拍卖成交日起的第八日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计收保管费等)及/或风险
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付全部购买价款及前述保管费後，方可领取拍卖标
的；
(二) 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届满後所发
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标
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
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和费用後，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
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三章

部损失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三) 将本条所述的赔偿规定通知该拍卖标的的任何承保人。
第三十三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违反本条
规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拍卖法》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
第三十四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
扣除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买受人按落槌价百
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如拍卖品系文物，应按中国政府文物部门的标准
加收火漆鉴定费。

关於委托人的条款

第二十四条 委托程序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委托人委托代理
人拍卖物品的，应向本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代理人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展示、
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宣传品。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下：
(一) 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
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三) 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
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人应负责赔偿本公
司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於宣传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
第二十六条 保留价
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均设有保留价。保留价数目一经双方
确定，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
而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权利
(一) 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後次序、位置、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标准；拍卖
标的的展览/展示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
准;
(二) 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以及拍卖地点、
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第二十八条 未上拍的处理办法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司後，若因任何原因致使本
公司认为某拍卖标的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
的委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回拍
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若
在委托拍卖合书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
书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
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
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
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二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拍卖标的
的拍卖活动：
(一) 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的；
(二) 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异议所依据
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後果及全部损失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三) 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异议的；
(四) 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的；
(五) 存在任何其它合理原因的。
第三十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後，可撤回其拍卖标
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则应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的款项并
支付其它各项费用。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
若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
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
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
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
关。
第三十一条 保险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
公司後，所有拍卖标的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投保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本公司与委托人
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此保险金额只适用於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及在保
险事故发生後向保险公司索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标的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
味着该拍卖标的由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额之款项。委托人按下列标
准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
(一) 拍卖标的未成交的，支付相当於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二) 拍卖标的成交的，支付相当於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三十二条 委托人不投保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且
委托人应随时承担以下责任：
(一) 对其他任何权利人就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向本公司提出的索赔或诉讼做出赔
偿；
(二) 对因任何原因造成拍卖标的损毁、灭失，而致使本公司或任何权利人所遭受的全

第三十五条 未成交手续费
如拍卖标的的竞买价低於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向其收取按
保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未拍出手续费，并同时收取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六条 出售收益支付
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本公司应自拍卖成
交日起三十五天後以人民币的货币形式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人。
第三十七条 延期付款
如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本公司仍未收到买受人的全部购买价款，则
本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出售收益支付
委托人。
第三十八条 税项
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
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并在缴纳完成後将纳税凭证交付给
委托人。
第三十九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
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并向本公司支付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本
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
委托人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
即告解除。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
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
保管费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
余款，则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十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其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後所发生之一切风
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拍卖标的未能
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应按本规则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
却延期未取回的，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後，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
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
失费用(包括但不限於保管费、保险费、搬运费、公证费等)後，若有余款，则余款由
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它
第四十一条 保密责任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四十二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
标的的状况不符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书。
第四十三条 著作权
本公司有权自行对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
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的著作权，
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四十四条 免除责任
本公司作为拍卖人，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行为不向守约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或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委托拍卖
合同或其它本公司认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即书面告知本公司。本规
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仅指以信函或传真形式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以邮递方式发出，一
旦本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
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如以传真方式发出，则传真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
日期。
第四十六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均应向
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四十七条 语言文本
本规则以中文为标准文本，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中文文本如与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
致之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四十八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
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本规则的修改权属於
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
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後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改，本公司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
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自行注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另行单独通知。本规则於2010年
7月1日起试行。
第四十九条 解释权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於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CONDITIONS OF BUSINESS

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1 Governing Law
Thi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ditions”)ar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uction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ther relevant laws
implemented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general
practices. The Seller and the Bidder should carefully read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behaviors. Company has the complete right of interpreting and disposing any special issues and matters which not stipulated in this conditions.
Article 2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terms used in the Condition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We/Us/Our/Company”mean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2)“the Company’
s domicile”means No.12 Building, Road Chunxiu, Dongzhimenwai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y other registered address
which may be changed subsequently.
(3)“the Sell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who
consign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Sell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4)“the Bidd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that has
full capacity of civil rights to bid at auction according to provisions of the laws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has gone through the necessary registration and procedural
formalities of the Company. The Bidder shall satisfy all provisions with respect to conditions
of sale or qualification of the Bidder.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idd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5)“the Buyer”means the person with the highest bid accepted by the auctioneer.
(6)“Lot”means any item(s)owned by the Seller or disposable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7)“Auction Date”means the published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 will formally begi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and the published date,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shall prevail.
(8)“Sale Date”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eer confirms the sale of any Lot in the
auction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9)“Hammer Price”means the acceptance of the highest bid offered by the Bidder and this
acceptance will be made by the auctioneer in the manner of dropping the hammer or in any
other way.
(10)“Proceeds of Sale”means the net amount owed to the Seller from the Hammer Prices
after deducting commission pro rata, taxes and all expenses and other amounts owed to the
Company by the Seller.
(11)“Purchase Price”means the total amount payable by Buyer for his/her/its bid,
including Hammer Price,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12)“Expenses”means charge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insurance, making catalogue and other public materials,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and any other expenses pursuant to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visions
hereof.
(13)“Reserve”means the lowest selling price of Lot raised by the Seller and confirmed
with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14)“Reference Price”means the price of the Lot provided in the catalogue or other
descriptive materials and estimated prior to the auction. The Reference Price is subject to
possible changes and cannot be deemed as the fixed sale price, and no legal binding force.
(15)“Storage Fee”means the fee payable by the Buyer or the Seller under the Conditions
relating to storage of the Lot, and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Storage Fee is equal to 0.3‰ of
Reserve (if no Reserve, the agreed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applied) per day.
Article 3 Special Notice
When the auctioneer confirms the highest bid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The Seller, the Bidder, the Buyer and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auction
should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nd conform to the provisions hereof. All parties
shall be lia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at auction and any loss caused by failure to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rticle 4 Exclusion of Liability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 shal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his/her/its
own 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Lot and shall be liable for his/her/
its bid.
Chapter II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Bidder and the Buyer
Article 5 Catalogue of Lot
At the auction, the Company will prepare a catalogue to introduce the status of the Lot with
words and/or pictur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and Sellers. The words, Reference
Price, pictures in the catalogue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are only references
for Bidders and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before auction. The Company provides no guarantee
for the authenticity, value, tone, quality or for any flaw or defect of any Lot.In case that the
tone, color, graduation and shape shown in catalogue and/or any other illustrations,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differs from those of the original Lot due to print, photograph and other
technical reasons, the original shall take precedence.

Any statement and appraisal in any wa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ertificate,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slide show and news media)of any Lot made by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are only for reference and should not relied on as any
guarantee for the Lot.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agents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inaccuracy or omission in the statements and appraisals mentioned above.
Article 6 Inspection by Bidders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s shall inspect and investigate the actual
status of the Lot and take liability for his/her/its bidding.
The Company strongly advises the Bidders to personally inspect the original Lot on which they
intend to bid before the Auction Date by identification or other methods. Bidders shall judg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any’
s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7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The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is the only evidence of the Bidder’
s participation in bid.
Each Bidder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his or her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nd may not lend
it to any third person. In case of losing such paddle, the Bidder shall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The person holding the paddle is deemed to be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addle, whatever
he/or she is entrusted by the Bidder or not. The Bidder shall be liable for using his or her
paddle bid in the auction process, unless the Bidder go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and such paddle affixed number has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ctioneer’
s announcement in the auction process.
Article 8 Guarantee Money
The Company will charge a guarantee money before the Bidder receives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The amount of guarantee money will be announced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Company will refund all the guarantee money mentioned above with no interest to the Bidder
within five working days after auction in case that the Bidder fails in auc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the guarantee money will automatically turn to be
deposit as part of the Purchase Price payable by the Buyer.
Article 9 Bidding as Principal
Any person who bids shall be deemed as principal, unless the Bidder represents to the Company a written certificate showing that it is the agent of a principal and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mpany’
s approval in written form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0 Authorized Bids
The Bidder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personally; otherwise it may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in writing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ut no
obligation to accept such authorization.
The Bidder who intends to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present the Company with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letter and hand in guarantee mone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in Article 36 herein within certain period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Bidder who entrusts the Company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inform the Company
of bid cancellation in writing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1 Non-liability of Authorized Bids
Since authorized bid shall be the free service on transferring the bid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to the Bidder,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failure in bidding or any negligence or fault in the authorized bids. Bidders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in person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bidding.
Article 12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the event that two or more Bidders entrust the Company to bid on their behalf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authorized price, and finally succeed by dropping the hammer at
such price, the Bidder whose authorization certificate was first delivered to the Company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Article 13 Screen of Video Images
At some auctions, there will be a video screen or other screens in operatio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However, there may be errors in amounts,
numbers or pictures of the Lot, or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 on the screen.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such errors.
Article 14 Auctioneer’s Discretion
The auctioneer is entitled to represent the Company and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bidding
ladder, or restart auct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arising.
Article 15 Successful Bid
When the highest bidding is confirmed by dropping the auctioneer’
s hammer or in other
public manners,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ding succeeds in the bid which means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and the Buyer shall sign the writing confirmation.

Article 16 Remuneration and Expenses
The Bidder will be deemed as the Buyer of the Lot after succeeding in bidding and shall pay the Company a remuneration equal to 15% of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harge commission and other costs payable by the Sell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4 hereof.
Article 17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make full payments in a lump sum to the Company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Sale Date and take the Lot back.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if any).
Article 18 Currency
All payments shall be made in the currency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makes payments in currency other than the designated one, the currency shall be
converted at the rate agreed upon by the Buyer and the Company or at the rate announced by
People’
s Bank of China one working day prior to the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reimburse
the Company for any bank charges,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for converting the currency into RMB.
Article 19 Transfer of Risks
After a successful bid, any Lot purchased shall be entirely at the Buyer’
s risk as early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met:
(1)the Buyer collects the Lot purchased; or
(2)the Buyer pays to the Company full Purchase Price for the Lot; or
(3)expiry of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Article 20 Collection
The Buyer shall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at the Company’
s domicile or other place appointed by the Company no later tha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case of failure to do so, the
Buyer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ll risks and losses of the Lot and bear all expenses for
storage, cart and insurance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due to delay. Nevertheless the Lot i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agents,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rticle 21 Pack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may arrange packing and handling of the purchased Lot on behalf of the Buyer as the case may be on its request and the Buy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loss arising from
such arrangements.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take any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of glass, frames, drawer, bottom mat, trestle, mounting, insert pages, roller or
other similar accessories arising out of any reas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fault, omissions, damages or losses caused by the packers or carriers recommended by the Company.
Article 22 Remedies for Non-pay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full paymen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If following a successful bid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payment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uyer will los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refund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and the Company shall keep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 Besides which,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any liability may occu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pay any one Purchase Price of the Lot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after successful bidding on several Lots with the same one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all of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shall not be refunded and
the Buyer shall undertaker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2)charge the Buyer an interest at a rate of 5‰ per day on the due and unpaid amount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to the extent it remains fully unpaid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3)commence lawsuit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Buyer for any damages caused by the Buyer’
s
breach of contr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losses of interest on deferred or unpaid
payment by the Buyer.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of refusing to return the deposit for bid
and charging for the fine;
(4) exercise a lien on the purchased Lot or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Buyer which may be in the
Company’
s possession for any reason.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for all expenses or risks that
occur during the period of lie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perform all relevant obligations
herein within the period the Company designates,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such property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case the
proceeds cannot cover the amount outstanding,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laim the balance;
(5)carry out a re-sale of the Lot by public auction or other way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Seller.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be liable to the Seller for
the remuneration/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occurred at such auction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also be liable for the difference, if the Purchase Price actually received by the Seller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of such Lot is lower than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that would have been receivable therein had the Buyer made the full payments.
(6)have the lien on any property of the buyer which has been possessed by the company for
any reason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Article 23 Remedies for Deferred Collectio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arrange storage of the Lot at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laces at Buyer’
s risk and expense(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Sale Date). The Buyer shall not collect
the Lot unless the full Purchase Price is paid;
(2)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

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ninety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Chapter III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Seller
Article 24 Consignment Procedures
When arranging for consignment, the seller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consigns an agent for auction, the consignment documents and the
valid identity certifications of the seller and agen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company. Furthermore, the agent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When the Seller consigns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the Company shall be automatically
authorized to exhibit, display, make picture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video images
or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25 The Seller’s Warranties
The Seller hereby makes irrevocable warranties to the Company and the Buyer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igned Lot as follows:
(1)the Seller has complete ownership and legal right to dispose of the Lot.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legal interest of any third party, the auction of the Lot shall not violate an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the Seller has, to the best of its knowledge, made full and complete disclosure and
description to the Company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 and any flaw or defect of the Lot
without any concealment and fabrication; and
(3)the Seller shall indemnify and hold the Company and/or the Buyer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losses and damage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the actual owner or any third
party who claims to be the actual owner of the Lot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and cost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attributable to any breach of the above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omotion fee, auction fee, lawsuit fee, attorney
fee and other relevant losses.)
Article 26 Reserve
All Lots are offered subject to a Reserve, unless otherwise marked or explained by the
Company. The Reserv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and no
modification or amendment of the Reserve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unless subject
to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failure in sale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at the auction.
Article 27 The Company’s Discretion
The Company may decide the followings at the Company’
s absolute discretion:
(1)the arrangement of the order, location, and page size of illustration of the Lot in the
Catalogue and relevant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specific means of exhibition/display of
the Lot and all relevant arrangement and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2)the Company shall at its own discretion decide on whether the Lot is appropriate to be
auctioned by the Company (i.e. whether to be auctioned finally), as well as the place of
auction, the scene of auction, the date of auction, the conditions of auction and the manner
of auction.
Article 28 Disposal to Unauctionable Lot
After the Seller has signe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and delivered the Lot to
the Company, if for any reason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the Lot is not suitable for auction,
the Seller mus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Company’
s notice
being dispatched (fees for the packaging charge and cartage shall be paid by the Seller),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the Seller collects the Lot.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Article 29 Suspension of Auction
The Company may suspend any auction at any time under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1)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2)any third part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with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 accepted by the Company, make security in
writing pursuant to the Company’
s provisions and take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all legal
repercussions and losses due to suspension of auction;
(3)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eller or the accuracy regarding
the Seller’
s warranty provided in Article 8;
(4)the Company has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e Seller has already violated or is to violate any
term of the Conditions; and
(5)any other reasonable causes.
Article 30 Withdrawal of Lots by the Seller

The Seller may withdraw the Lot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subject to a written notice
stating the reasons.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any other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have begun printing upon the Seller’swithdrawal,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2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of the Lot and other Expens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other public materials has not been printed,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1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and other related Expenses.
In case of withdrawal of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take the Lot back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notice sent by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e
foregoing time limi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No disput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the Seller’
s withdrawal of the Lot shall be born by the
Company.
Article 31 Insurance
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by the Seller in writing, all Lots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vered
under the insurance applied by the Company as soon as the Seller sign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and deliver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The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based on the Reserve agre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 The insurance amount is only subject to apply for insurance and
claim for compensation after the insurance accident occurrence other than the Company’
s
warranty or security for the value of the Lot, an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eller can be paid
such amount equal to the insurance amount by auction held by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insurance premium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1)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Reserve.
(2)In case of 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Hammer Price.
Article 32 No insurance require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notifies the Company not to apply insurance for the Lot in writing, it shall undertake all the risks and the following liabilities (unless otherwise judged by
court or arbitration commission):
(1)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any third party with respect to the losses or damages of the Lot;
(2)to hold the Company and/or any other partie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es and expenses
in relation to the damages and/or loss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nd
(3)to notify the terms of indemnity hereunder to any insurer of the Lot.
Article 33 Non-Bidding
The Seller shall not bid for the Lot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by himself/herself/itself, nor
authorize any other pers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Sell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d indemnify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violation of this provision.
Article 34 Commission and Expense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upon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deduct 10% of the Hammer Price as commission and any other Expenses.The
Seller agrees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the Buyer’
s commission equal to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16 of the Conditions. If the lot for auction is antique, the seller should be charged the
relevant appraisal fe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culture relics department of P.R.C..
Article 35 Service Fee for Unsold Lot
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charge the Seller a service fee for unsuccessful auctioning equal to 3% of
the Reserv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Seller.
Article 36 Payment Proceeds of Sale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makes full payment to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Proceeds of Sale to the Seller in RMB
currency after thirty-five days from the Sale Date.
Article 37 Deferred Pay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 do not receive the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upon the expiry of the payment period under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will pay the Sale Proceeds to
the Seller within seven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pt of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Article 38 Taxes
In the case that the Seller has a duty to pay a tax to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ctioneer should withhold and pay the tax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uctioneer should deliver receipt of tax payment to the Seller after payment of the
tax.
Article 39 Unsold Lot
In the event that the Lot is not sold,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Company’
s notice (packing charges and cartage at the Seller’
s own expense)
and pay the Company fees for failed auction and all other expense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of collection of
the Lot by the Seller.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Article 40 Risks and Losses
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unauctionable Lot, withdrawal by the Seller, unsold Lot, cancellation of transaction
by the Seller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nd the Seller fails to do so,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Storage Fee,
insurance premium, cartage and notarization fee)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Chapter IV Miscellaneous
Article 41 Confidentiality
The Company shall be obligated to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the Company (except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s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42 Identification
The Company may identify the Lot if necessary and as the case may be, at the Company’
s
own discretio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us of such Lot betwee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modify
or resci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rticle 43 Copyright
We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hotographs, make illustrations, catalogues or other images
relating to the Lot consigned to us for auction and shall have the copyright for such photograph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images mentioned above.
Article 44 Exemption
As the auctioneer, the company is exempted from any liabilities of breach or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breach behavior of the default party.
Article 45 Notice in Written
Both the Bidder and Seller shall notify the Company of their valid and regula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address in the bid registration documents,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nd other form agreed by the Company. No change in any of the particulars will be effective
until it has been notified in wri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ll notices referr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delivered by post or transmitted by fax. A notice sent by pos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nt on the date the Company gives it to the post office and
received by the addressee via normal mail service. A notice sent by fax, shall be deemed to
be received on the date when it is faxed.
Article 46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f any dispute arises from or is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auction pursuant to the Conditions, all concerned parties shall submit such dispute to a competent Chinese cour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ompany has its domicile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otherwise. Such
dispute shall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s.
Article 47 Languag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nditions shall be the standard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is only for reference.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Article 48 Copyright of the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s are made and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the Company
shall have its copyright accordingly. Without the Company’
s prior written consent, no party
shall use the Conditio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 in any way or manner and shall not copy,
transmit, or store any part herein into a searchable system.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alternation to the Conditions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t any time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The altered version is valid and
becomes automatically effective on the date it is altered and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way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Any party involved must pay attention to any such alternations
of the Conditions and the Company shall under no conditions be liable to any separate
notice. The Conditions of Business take effect on July 1, 2010.
Article 49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nditions at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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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TEE BID ORDER
NO. OF PADELLE AFFIXED
FULL NAME
I.D./PASSPORT NO.
TEL

FAX

MOB

EMAIL

ADDRESS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entrust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hereinafter to be referred as
the “Auctioneer”) to carry out absentee bidding on behalf of the above client for the Lots numbered below
according to the bid price listed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 Noted and Accept:
1.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ssumes no
liability for the authenticity and/or quality or flaws of any
Lot;
2. Lots marked with a “＊” in this catalogue are not permitted
export license. For auction items permitted to exit the
country, an export appraisal fee of 1.5% of their low
estimate prices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relevant govern
ment department;
3. If two or more Bidders successfully bid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bid price,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will award the Lot to the Bid der whose Absentee
Bid Order was first delivered;
4. I shall write accurate instant communications and tools on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Messages transmitted through
which in the course of bidding carried out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no matter what is on my
behalf shall be deemed as my personal action, and I shall
promise to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
5.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ccepts absentee
bids placed only by this written form of Absentee Bid Order.

1. The Bidder agrees that he/or she has already carefully read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and ‘Notice for Auction Registration’ as printed in this catalogue, and agrees to also abide by all
clauses included therein; I shall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bidding result that the Auctioneer bids
on my behalf.
2. The non-liability clause in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is not contestable. The
Auctioneer and its employees bear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unsuccessful bids, unable authorized bid that
may occur in the bidding process;
3. The Bidder must submit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to the Auctioneer at Least 24 hours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and to conduct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which are
announced by the Auctioneer. If the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deposit has not been received within the
set period of time or it has not been verifi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uctioneer, the Auctione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clare the invalidity of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4. The Auctioneer will bid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according to the ladder of bid price and the
Hammer Price shall not be higher than the given price;
5. I 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Auctioneer within thirty
days of the Sale Dat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mmer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s Buyer’s commission, include any additional fees relating to the Lot as well
(including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for which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After all above-mentioned fees have been paid, the Bidder
ma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ot. Please Consult the Client Service department for details.

Lot No.

Please Post or Fax To: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dd_No.12 Building, Road Chunxiu, Dongzhimenwai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PRC.
PC_ 100027
Tel_ (86-10)64156669
Fax_ (86-10)64166843
     (86-10)64177610
BNF_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mpany, Ltd.
ACCT BANK_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Beijing Br. Beitaipingzhuang
Sub-branch
ACCT NO_87217022210201010811
ACCT BANK_ Bank of Communications, Beijing Br.
Chaowai Road Sub-branch
ACCT NO_ 110060740018000138022

SIGNATURE
DATE
* For first time bidder, please attach the photo copy of your ID or passport.
* This form may be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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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 Price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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