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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宝石鉴定和原产地報告（裸石或已镶）

包括鉴定報告上提供的所有信息，加上宝石原产地（若能确定）。对于鉴定和原
产地報告，额外宝石折扣不适用。

亚历山大变石、祖母绿、红宝石、蓝宝石、 
帕拉伊巴碧玺、红尖晶石 费用* 

0.01 克拉至 1.99 克拉 665 港元

2.00 克拉至 3.99 克拉 1,285 

4.00 克拉至 6.99 克拉 1,640 

7.00 克拉至 9.99 克拉 2,145 

10.00 克拉至 19.99 克拉 3,005 

20.00 克拉至 29.99 克拉 3,705 

30.00 克拉至 39.99 克拉 4,565 

40.00 克拉至 49.99 克拉 5,420 

50 克拉及以上 6,240 

* 若无法提供宝石原产地的意见，報告上的原产地结果将为“不确定”，并按宝
石重量收取鉴定報告费用。

首饰中的珠粒宝石

多颗珠粒宝石在一份報告上成批说明。每份報告最少三颗珠粒宝石。对于散珠，
请参考裸石或已镶宝石報告费用。

鉴定報告 费用

每颗珠粒宝石，相同材料 390 港元

每颗珠粒宝石，不同材料 545 

鉴定和原产地報告 费用

每颗珠粒宝石，相同材料 780 港元

每颗珠粒宝石，不同材料 935 

已排列设计好的裸石

已在石蜡或类似材质上排列设计好，但尚未镶嵌的裸石（采用相同材料、任何切
磨形式风格）。每个排列设计一份報告，每份報告最少四颗宝石。

鉴定報告 每颗宝石费用

包括同一報告上的第 1 颗宝石 195 港元 针对每颗宝石扣除正常费用

鉴定和原产地報告 每颗宝石费用

0.01 克拉至 1.99 克拉 470 港元

2.00 克拉至 3.99 克拉 700 

4.00 克拉至 9.99 克拉 1,170 

10.00 克拉至 19.99 克拉 1,950 

20.00 克拉至 29.99 克拉 2,730 

30.00 克拉至 39.99 克拉 3,510 

40.00 克拉至 49.99 克拉 4,290 

50 克拉及以上 5,070 

彩色宝石鉴定報告（裸石或已镶）

包含对宝石的切磨形式、形状、重量、尺寸和颜色的详细说明，并包括一张宝石
的照片。裸石和已镶宝石费用适用于所有切磨形式的物品。对于已镶物品，将估
算其克拉重量，以确定适当的费用。不接受提交重量超过 50 千克的物品。对于
同一報告上的其他宝石，可以提供折扣。

亚历山大变石、金绿玉猫眼、祖母绿、红宝石、
蓝宝石、尖晶石、碧玺 费用 

0.01 克拉至 1.99 克拉 545 港元

2.00 克拉至 4.99 克拉 740 

5.00 克拉至 19.99 克拉 1,055 

20.00 克拉至 199.99 克拉 1,405 

200.00 克拉至 499.99 克拉（40 克至 99.99 克） 1,755 

100 克至 999.99 克 2,145 

1 千克至 9.99 千克 2,575 

10 千克至 29.99 千克 4,290 

30 千克至 50 千克 8,580 

玉石和雕刻品 费用 

0.01 克拉至 49.99 克拉 665 港元

50.00 克拉至 299.99 克拉 935 

300.00 克拉至 999.99 克拉（60 克至 199.99 克） 1,170 

200.00 克至 999.99 克 1,560 

1 千克至 9.99 千克 2,575 

10 千克至 29.99 千克 4,290 

30 千克至 50 千克 8,580 

其他材料（丹泉石、金绿玉、土耳其石、石英、 
珊瑚、蛋白石等） 费用 

0.01 克拉至 19.99 克拉 545 港元

20.00 克拉至 49.99 克拉 740 

50.00 克拉至 99.99 克拉 1,055 

100.00 克拉至 199.99 克拉 1,405 

200.00 克拉至 499.99 克拉（40 克至 99.99 克） 1,755 

100 克至 999.99 克 2,145 

1 千克至 9.99 千克 2,575 

10 千克至 29.99 千克 4,290 

30 千克至 50 千克 8,580 

额外的宝石 费用

在同一報告上的第 1 颗宝石之后 115 港元 针对每颗宝石扣除正常费用

彩色宝石報告
GIA 彩色宝石報告将说明您的宝石的类型、是天然或是合成的，以及是否存在任何可检测出的处理手段。适用于裸石或已镶宝石。对于已镶物品，将估算其克拉重
量，以确定适当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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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服务

可将鉴定報告服务加快至 48 小时。鉴定和原产地報告服务将为 72 小时。某些服
务或大量的提交可能需要较长的交件时间。不包括 10 千克以上的物品、质量保
证和彩色宝石分类服务。

视是否提供而定 3,005 港元 或服务费用的 100%（
按两者中较低者计算）

報告验证

确认您的GIA報告与您的宝石相匹配。原始报告须一并提交。

信函随附于原始報告 完整鉴定報告费用的 50%

特性说明书

对于符合条件的宝石，将提供一份信函，以详细说明特别值得注意或独
特的宝石的关键特性。

報告费用以外加收 1,950 港元

更新

将对宝石进行完整的鉴定流程，并将签发一份新報告。旧報告不会交还给您。更
新仅适用于最近五年内签发的報告。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 1 年内 鉴定報告费用的 50%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 1-5 年内 鉴定報告费用的 75%

镭射刻字

适用于 0.50 克拉及以上的刻面红宝石和蓝宝石。

鉴定報告编号 275 港元

图形（不超过 15 个字符） 275 

加刻（不超过 15 个字符） 275 

复检结果或最终观察

重新评估颜色、处理、鉴定或原产地。仅在结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收费。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 60 天内 鉴定報告费用的 50%

 MONOGRAPH™(专论)

对于符合条件的钻石，配备照片、详细的分级和鉴定信息、光谱分析、历史背景
和其他辅助性内容。此外，高解析度的PDF版本GIA专论( Monograph)将通过GIA鉴
定所客户端(GIA client portal)提供。

報告费用以外加收 46,800 港元

PORTRAIT™(特征)

在精装组合報告中列出鉴定或鉴定和原产地報告中得出结论的所有支持数据。

報告费用以外加收 11,700 港元

复检其他特徵或最终观察

重新评估重量、形状、切磨形式或尺寸。仅在结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收费。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 60 天内 鉴定報告费用的 25%

報告转换

将鉴定報告转换为鉴定和原产地報告，或者反之。对于在原产地報告完成后再行
镶嵌或重切磨的宝石，可能收取额外的更新服务费用。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 60 天内 鉴定報告与鉴定和原 
产地報告费用差额

原始報告服务完成60天后 鉴定和原产地報告全额费用

若原产地为不确定（仅适用于转换服务） 费用

0.01 克拉至 1.99 克拉 115 港元

2.00 克拉及以上 235 

损坏评估

确定宝石自上次磨光后是否有损坏。信函随附于GIA報告。

報告费用以外加收 1,950 港元

附加服务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GIA 附加服务必须随附于報告服务或跟进服务。

跟进服务
GIA 跟进服务将验证、重新评估或更新原始 GIA 報告的结果。所有跟进服务申请需随附原始報告。

专业服务
GIA 专业服务提供与您值得注意的宝石有关的进一步分析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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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服务
GIA 批量服务将按不同检测类型对多颗宝石进行分析和/或分类。最少宝石提交数量因服务而异。不适用于琥珀，土耳其石或任何原石。

质量检测

每次提交最多可以申请两种标准的检测。以表格形式列出结果。质量保证服务 
于适用时提供检测但需为相同材料，報告不适用于已签发彩色宝石鉴定報告或彩
色宝石鉴定和原产地報告的物件。仅适用于裸石。

可用检测：

净度优化 
热处理 
铅玻璃填充 
天然还是合成 
是否
含铜（仅适用于碧玺） 
是否含染料 
表面处理

颜色标明（鸽血红、
帕帕拉夏*、皇家蓝） 
灌注（仅适用于玉石） 
净度优化程
度（仅适用于祖母绿） 
热处理残迹 
钛 (Ti) 检测

585 
港元

每次检
测最多 10 颗宝石

铍 (Be)（仅适用于红宝石和蓝宝石） 390 每颗宝石

原产地为缅甸/非缅甸（仅适用于红宝石） 390 每颗宝石

*若有必要，将执行铍和热处理检测，并收取相应费用。

运费及手续费

运送说明可参见 GIA.edu。请注意，若客户未事先作出具体安排，将会产生回运
费用。若由 GIA 安排，将向客户收取相应费用。查询更多有关国际运送物品的信
息，请联系我们或您当地的空运/装甲运输快递公司。若提交地点不提供所申请的
服务，您的物品可能会被运送到其他地点接受服务，并将收取运费。

单件手续费 8 港元

GIA取消政策

在以下情况下，GIA服务可能被取消，并收取取消费用。一旦分级或测试完成，
将收取全额服务费。雷射刻字已完成或需要进阶测试的物件可能无法取消。

分级或宝石学检测进行之前 80 港元

分级或宝石学检测已进行 服务费用的50％

查询有关鉴定所的相关服务信息，或下载本收费表，请访问本公司网站 GIA.
edu、发送电子邮件至 labservice@gia.edu 或致电客户服务部。费用如有
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彩色宝石分类

每次提交最多可以申请两种标准的检测。通过预先指定检测标准的宝石将获得鉴
定或鉴定和原产地報告，并收取相应费用。 
彩色宝石分类服务最少提交数量为5颗宝石。仅适用于裸石。

可用检测：

净度优化 
热处理 
铅玻璃填充 
天然还是合成 
是否
含铜（仅适用于碧玺） 
钛 (Ti) 检测

颜色标明（鸽血
红、帕帕拉夏、皇室蓝） 
灌注（仅适用于玉石） 
净度优化程
度（仅适用于祖母绿） 
热处理残迹

若宝石符合标准，将收
取鉴定或鉴定和原产地
報告费用的 100%

每颗宝石 40 港元 每颗宝石

GIA Hong Kong Laboratory Limited 
GIA Laboratory Service Centre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 
 新世界大厦1108室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电话： +852 3166 7002 
电邮： hongkonglab@gia.edu

香港 
GIA Hong Kong Laboratory Limited 
香港九龙湾啓祥道17号高银金融国际中心20楼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电话：+852 3166 7000 
传真：+852 3521 1698 
电邮：hongkonglab@gia.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