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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城中富商大劉本月中連續兩日共斥 6 億港
元買下兩粒巨鑽，贈予愛女，令港男無面，
港女妒忌。上周三晚，尖沙咀街頭出現一陣
「鑽石雨」從天而降，吸引大批市民前來執
拾，有人指該些「鑽石」是膠粒，又有行內
人士懷疑是人造鑽石。可以肯定的是，鑽石
的吸引力足以令一眾途人不惜俯身上演一場
「尋寶記」。是「真鑽」定「假膠」，可以
用「4C」來判斷，對普通市民來說，看出
世紙就是最好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黃萃華

鑽石是地殼深處碳化物經過極高熱
力和壓力轉化而成的，是目前已
知自然存在最硬的物質，所以非常稀有
珍貴。據指，每生產一顆 1 卡的鑽石，
就需要挖掘 250 噸泥石，可想而知背後
所需要付出的時間，以及人力物力。

GIA 證書助揀石
市場上的鑽石花多眼亂，一般消費者
缺乏鑑定鑽石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所以
GIA美國寶石研究院就創立了4C標準和
國際寶石評級系統， 時至今日已被業界
廣泛使用，該機構簽發的鑽石證書亦是
目前最受國際認可的鑽石證書。
GIA 發出的證書分為兩種，GIA 鑽石
鑑定證書包括鑽石形狀、淨度、成色、
切工、重量、比例和修飾的科學鑑定資
料，並對所有經過處理的鑽石做出相關
說明。
大台藝人 Did Did 姐說過，揀男人要
有 3C， 分 別 是 Car( 車)、 Cash( 現 金) 和
Credit card(信用卡)，原來要鑑定鑽石的

優劣，都可以用多個 C 作判斷，不過是
4C，分別是 Carat(卡數)、Color(顏色)、
Clarity(淨度)和Cut(切割)。
Carat(卡數)：卡是用作衡量鑽石重量
和大小的單位，越大的鑽石越稀有。1
卡又可稱為 100 份，每卡等於 0.2 克，所
以 50 份的鑽石大約有 0.1 克。本月，非
洲國家博茨瓦納一間公司就開採到近一
百年來最大的鑽石，達 1,111 卡，而歷
來最大的鑽石則在南非出土，達 3,106
卡。
Color(顏色)：市面上常見的鑽石普遍
是白鑽，越接近無色，價值就越高。等
級可分為 D 至 Z，當中 Z 為最低級，即
是顏色會偏黃。一般 D 至 F 色會分類為
「透明無色」；G 至 L 色為「接近無
色」；M 至 Z 色則是開始呈現「淡黃
色」。如果該顆鑽石的色澤比 Z 色更
黃，就會被歸類為黃鑽，即是彩鑽的其
中一種。
Clarity(淨度)：淨度是指鑽石的潔淨
程度，即是內裡有否雜質或裂縫。如果

等級

鑽石的淨度低，通過鑽石的光可能會受
阻，影響其折射，導致閃耀程度減少。
一般而言，專家會用 10 倍顯微鏡來確定
鑽石的淨度。當中以無瑕級(FL)和內無
瑕級(IF)為最高級；其次是極輕微內含級
(VVS1)；最差則是內含級(I1、I2、I3)。
裕記行鑽石珠寶市場行政主任鍾思敏
指，如果以每 1 卡計算，FL 和 IF 評級的
鑽石與 VVS1 級別相比，價格隨時可以
相差數千元美金。
Cut(切割)：如果一顆鑽石的大小、顏
色、淨度都得到極高評級，但差的切割
可能會令該顆鑽石毀於一旦。切割的手
工可以說是有畫龍點睛的功效，女士愛
鑽石，除了愛其罕有程度，亦都是因為
它的閃閃生輝。切工好的鑽石，可以讓
更多光線反射。
GIA 證書中，就是以其刻面與光線的
相互作用結果來鑑定，包括切磨比例、
對稱性和打磨拋光。鍾思敏表示，如果
三項都達到極優(Excellent)，就可定為
Ideal(極優)評級。

■全球最貴禮服
全球最貴禮服。
。
網上圖片

鑽石淨度評級

代表意思
鑽石沒有任何內含物或表面特徵。
鑽石內部沒有任何內含物。
鑽石內部有極微細的內含物。
鑽石的內含物清晰可見，但非常微小。
鑽石有可見的內含物。
鑽石的內含物非常明顯，並影響鑽石的透明度和亮度。
製表：吳婉玲

FL
無瑕級
IF
內無瑕級
VVS1、VVS2
極輕微內含級
VS1、VS2
輕微內含級
SI1、SI2
微內含級
I1、I2、I3
內含級
資料來源：GIA美國寶石研究院網站

其實大劉買藍鑽已不是第一次，翻查記錄，大劉
分別於 2009 年及 2014 年亦曾買 2 顆藍鑽石，分別
命 名 為 「Star of Josephine」 及 「The Zoe
Diamond」 。 其 中 重/7.03 卡 「Star of
Josephine」，亦同是評級為「豔彩藍」。
粉紅色向來深受女士們愛戴，大劉將一顆粉鑽送
給愛女，可見愛女在其心中的地位。這顆命名為
「The Sweet Josephine」的粉鑽，來頭同樣厲害，
除了同獲 GIA 評為粉紅鑽石中最高評級的「豔彩粉
紅」(Fancy Vivid Pink)之外，這粒枕形粉鑽是歷來
拍賣會上，最大粒的粉紅鑽，而市場上見過的大於
10 卡的粉鑽只有 3 粒，可想而知，「The Sweet
Josephine」的確價值不菲。

美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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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0萬美元（3.8億元）
鑽石命名 The Blue Moon of Josephine
買鑽日期 2015年 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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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類別 粉紅鑽石
Fancy Vivid Pink
評級

h
s ep
The
Sweet Jo

重量

16.08卡

價值

2,850萬美元（約2.2億元）

鑽石命名 The Sweet Josephine
買鑽日期 2014年
鑽石類別 粉紅鑽
8.5卡
重量
價值

恐襲側面影響不容忽視
另外伊斯蘭國控制的石油生產主要用於本地區及周邊
臨近區域使用，與外界之間的石油貿易受到限制，除非
反恐戰事引發了中東地區更大範圍的緊張和動盪，那就
會對國際石油市場產生重大影響，但其間接影響卻不容

如果你以為鑽石只可以用作鑲嵌於首飾，
就大錯特錯了。鑽石價值連城，且因其折射
率高而極具觀賞價值，所以亦有人會在日常
用品上鑲嵌鑽石，以凸顯其高貴身份。

1.37億港元

買鑽日期 2014年
鑽石類別 藍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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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卡

價值

約2.54億港元

鑽石類別 紅寶石
10.1卡
重量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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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508萬港元

鑽石命名 The Zoe Red
買鑽日期 2009年
鑽石類別 藍鑽石
Fancy Vivid Blue
評級
重量

7.03卡

價值

7,400萬港元

鑽石命名 Star of Josephine
製表：黃萃華

忽視，這次巴黎恐怖襲擊事件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內部
和外部經濟參與主體對歐洲經濟的信心，2008 年金融
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之後，歐洲遲遲未能從危機
的陰霾中走出來，恐怖襲擊帶來的悲觀情緒可能會加深
人們對影響歐洲經濟的一些負面因素的擔憂，造成對諸
如伊斯蘭化、民族主義傾向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不確定
性等因素，進而影響當下及未來短期的行為決策，這會
對消費和投資需求帶來負面影響，從而影響石油需求。
恐怖襲擊事件不僅會在邊際上促進歐元的貶值，而且
還會將堅定歐央行進一步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決心，這
兩個因素都會引發強美元對石油價格產生向上壓力，如
果後續反恐展示升級，那麼中東地區的石油供給會承受
壓力，令油價上升。2001 年美國911 事件之後，國際油
價經歷了短期的下跌，但隨着美國的強硬反擊在一個月
之後開始持續上漲，如果以上幾個渠道的影響市場已經
有一定的預期，影響相對而言比較確定的話，那麼最後
一個因素則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那就是石油輸出國
組織的戰略決策了。
■美聯金融集團 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博士

雷頌德設計鑽石結他

說起結他，你大概會想起木結他和電子結
他，香港上周就展出了一枝價值 1,600 萬元
的鑽石結他。這支結他由香港公司冠玲瓏、
周大福珠寶及吉普森聯手打造，並由雷頌德
設計，共用了 68 人製作，將 400 卡的鑽石
鑲嵌於 1.6 公斤的 18K 750 金上，價值約
1,600萬元。
今年 3 月，該枝結他更榮獲健力士世界紀
錄「最高價值結他」殊榮。於今年在英國為
期 2 個 月 的 世 界 著 名 音 樂 節 BBC Proms
中，已故流行天王米高積遜的兄長 Jermaine Jackson 在 音 樂 會 中 與 The Jacksons Five 成員擔任壓軸表演嘉賓，並以冠
玲瓏鑽石結他演奏出多首經典名曲。

鑽石命名 The Zoe Diamond
買鑽日期 2014年

油價升跌還看政策

巴黎受到近年來影
響最大的一次恐怖襲
擊事件，實情對國際
石油市場的直接影響
非常有限，但由其發酵產生的經濟政策和國際關係等方
面的變動則可能在中長期深刻影響國際石油市場格局和
油價，恐襲對於歐洲經濟的直接影響很有限，不會大幅
衝擊石油需求，而緊隨事件之後發生的反恐行動對石油
供給影響也不大。恐襲事件發生之後，法國立即以空襲
的形式對伊斯蘭國展開了還擊，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這些行動對整個中東地區石油供給的影響並不大。伊斯
蘭國控制的石油產量並不高，與中東石油供給總量相比
微乎其微。

網上圖片

逾 10 卡粉鑽世上僅 3 粒

The Blue Moo

Fancy Vivid Blue

重量

鑽石做出全球最貴產品

人人都知道大劉對兩個女兒寵愛有加，但有多少
人知道大劉買下的 6 顆鑽石有多罕有？大劉向來對
收藏品甚有研究，對於鑽石投資亦有一手，本月初
大劉拍下的2顆鑽石均屬於最高級別。
彩鑽本身已極為罕有，所謂物以罕為貴，彩鑽往
往比白鑽更貴。一般擁有特別顏色的鑽石都稱為彩
鑽，較為人熟悉的有黃鑽，紅鑽、粉鑽、綠鑽、藍
鑽、黑鑽等，價格高低由其色調及飽和狀態而定，
在眾多彩鑽中以紅鑽、藍鑽及粉鑽最為罕有。
命名為「The Blue Moon of Josephine」的藍鑽
石，是屬於自然藍色鑽石，是最稀有的有顏色鑽
石之一，而大劉是次拍下的藍鑽石的色澤獲美國
寶 石 研 究 院 (GIA) 評 為 「 豔 彩 藍 」 (Fancy Vivid
Blue)，是藍鑽石中最高評級。難怪大劉豪花 3.8 億
元，都要買下這顆重 12.03 卡的 Blue Moon。

評級

全
■球最貴結他。

紅鑽藍鑽粉鑽最罕有

買鑽日期 2015年 11月11日
鑽石類別 藍鑽石
全
■球最貴蛋糕。

俗話說，鑽石的大小反映一個男人有多愛你。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人稱大劉的富商劉鑾雄一定
很愛他兩個女兒，因他多年來花上逾 10 億元買下
6 顆鑽石，分別送給兩個寶貝女兒。

大劉買鑽送女資料

大劉逾 10 億買鑽贈愛女

4000 顆鑽石生日蛋糕
有些蛋糕店亦會採用金箔或銀珠製作蛋糕，
美國有位時裝設計師Debbie Wingham就用
了超過4,000顆鑽石裝飾生日蛋糕。該蛋糕價
值4,850萬英鎊(約5.67億港元)。蛋糕的主題
是「行catwalk」，長約6呎，重450公斤。
這個全球最貴的蛋糕有一顆 5.2 卡粉鑽、
一顆 6.4 卡黃鑽和 15 顆 5 卡鑽石，這 17 顆
鑽石價值 3,000 萬鎊（約 3.5 億港元）。另
外，還有 4,000 顆較細的鑽石、紫水晶和綠
寶石。單是時裝天橋上，就有 400 粒 1 卡鑽
石、73粒3卡白鑽和75粒3卡黑鑽。

價值 4093 萬鑽石裙
Debbie Wingham 除了製造過鑽石蛋糕
外，亦於 2012 年製作過一條由鑽石裝飾的
裙，價值 350 萬英鎊(約 4,093 萬港元)，共
有 50 顆 2 卡黑鑽，分別鑲嵌在腰間的荷葉
短裙上，另外25顆則裝飾在肩襯上。

財技解碼

認購國債須考慮匯率風險

財政部在香港發行
的 2 年期零售國債上
周五起開始認購，認
購期由當天起至下月
14 日，息率達歷來最高的 3.45 厘，回報更勝不少人
民幣定期存款。
國債由財政部發行，是風險極低的投資產品。人
民銀行今年 3 月以來 5 度減息共 1.25 厘，新一批國
債息率反而增至 3.45 厘，超越過去 6 批零售國債息
率，並高於本港銀行普遍約 3 厘的一年人民幣的定
期存款息率。

倘入 SDR 國債需求料增
自 8．11 匯改，人民幣出現一次性貶值後，投資
者大手拋售人民幣換回港元，本港人民幣資金池規
模收縮，導致人民幣同業拆息維持高企。香港銀行
高息吸納人民幣存款，間接令國債回報高於預期。
短期內市場對人民幣資金池仍有較大需求，人民幣
息率短期受到資金池及流動性的影響。

人民幣會否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
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將有答案。市場對人民
幣加入 SDR 的預期相當高。預計人民幣的認受性將
會提高，對人民幣計價的國債息率亦會有更高要求。
若入 SDR 成定局，因現時很多央行需增加人民幣儲
備，將會增加機構投資者對人民幣國債的需求。

匯率因素或減需求回報
不過，匯率因素或抵消部分需求及回報。以首批
2009 年推出的 2 年及 3 年期零售國債為例，息率分
別為 2.25 及 2.7 厘，期後人民幣於 2010 年 6 月匯改
後急升，至 2011 年底兩年期國債到期時，人民幣累
積升 7.2%，連息率年回報達 5.85 厘；3 年期國債至
2012年底到期時，連債息年回報約為5.7厘。
然而，2014 年的兩年期國債息率高達 2.93 厘，但
過去一年人民幣離岸價跌逾 3.5%，首年賬面仍錄負
回報近0.6%。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