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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 丁艳敏 统筹 余慧
责编 闫碧洁 美编 李庆琦

潮 流 资 讯 品 质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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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成就未来”这是李
杰石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17岁那年，他中断自己
的学业，扛起了赚钱养家的担
子，先后在郑州火车站扛过大
包、在饭店刷过盘子、在路边
摆过小摊……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认识了一位银匠师傅，
于是，就拜这位老银匠为师，
全心全意跟他学做银饰。没
想到，银饰改变了李杰石的命
运，成就了他的人生。

1993年，李杰石创办了
梦祥品牌，如今，20多年过去
了，梦祥从一个手工作坊发展
成为集黄金、K金、钻石、珠
宝、玉石和白银的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性
企业。从只有一个小银匠，发
展到现在上千个小银匠，梦祥
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重，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用
心做事，他们一锤锤地敲打，
一心一意地学习，年复一年地
坚持，每个人的小匠心汇聚在
一起，成就了品牌的大匠心，

成为了品牌的魂。
说起一路走来的心路历

程，李杰石不禁感叹：“一个
人、一个企业的初心很重要。
20多年前我开始做银饰，那时
候，我走街串巷给人打首饰，
首先考虑的是怎么能让消费
者得到实惠，所以我每卖出一
件产品，都承诺免费调换，让消
费者能放心购买。这个社会时
刻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人都在
成长，品牌也都在成长，都在创
新、在变化，但是我承诺的终身
免费调换始终不变。”

诚信，是梦祥一天都不曾
放弃的信念，是梦祥的匠心。
每个梦祥人在进公司的第一
天都会接受培训，第一句话永
远是“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
在做人。”诚信是比天大的事
情，更是做人之先。也因此，
他们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和
加盟商的爱戴、拥护。

李杰石感言：“我们做银
饰不仅是做产品，它虽是在
打磨作品，传递出来的一定
是爱和人性的善良，是正能
量。在梦祥，每个匠人都有

一颗纯净善良的心，这样，做
出来的首饰才能带给人平
安、幸福与好运。”

创建五大品牌,构建完善
生态圈

对企业来说，品牌是一种
无形资产，品牌意味着知名
度。有了知名度，就会具有凝
聚力和扩散力，就会推动企业
更好发展。因此，在25年的
发展过程中，梦祥一直致力于
品牌建设，从品牌定位、品牌
诉求、签约品牌代言人等方面
传递清晰品牌印象，成了消费
者心目中的“名牌”。不仅具
有良好的产品性能，还凝聚了
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两方面的
积淀，使梦祥成为了真正意义
上的民族品牌。

目前，梦祥公司旗下拥
有：“梦祥银”“盈祥银饰”“金
梦祥”“梦祥盛世”“九龙银象”
五大品牌。梦祥银是以“中国
风”为特色的民族银饰品牌，
也是梦祥公司旗下品牌创建
时间最长的主力银饰品牌。

2018年作为郑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参加中国国际旅游城
市市长论坛，向世界各地展示
中国银文化。盈祥银饰是以
轻时尚银饰为概念的品牌，凭
借原创设计、百元银饰等标
签，迅速占领市场。金梦祥是
梦祥公司旗下以黄金为产品
特色的婚嫁珠宝品牌，主打黄
金，涵盖 K 金、钻石等全品
类。梦祥盛世是梦祥公司重
磅打造的高端养生生活银器
品牌，倡导“银养生”的全新健
康生活概念，小康社会，健康
生活。九龙银象主打国礼定
制，原型比例手工打造。五大
品牌围绕终身用户战略，构建
完善生态圈，满足人生各阶段
对珠宝饰品的需求。

谈到未来的规划，李杰石
说：“我们要投资建设一个领
先行业的‘梦祥珠宝文化旅游
产业园’，打造一个让世人瞩
目的梦祥珠宝小镇，集旅游、
白银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
未来，这个小镇将快速带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
供更多的商业、创富机会。”

梦祥品牌创始人李杰石：

铸造民族品牌之魂

李杰石名片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河南珠宝玉石首饰协会副会长
河南省黄金协会副会长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
会副会长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郑州文化产业协会会长
新密市工商联（商会）副会长

致力于中国纯银制品事业二十余载，立志为中国纯银制品享誉世界而孜孜以求，把发扬、继承、传播中国银文化作为最高
使命——他就是梦祥品牌创始人，李杰石。

他从一个普通的小银匠起家，怀着对白银文化的酷爱和对历史传统工艺传承的责任感，在艰难的创业中不断加强纯银制
品技术的改进和工艺改造，逐渐成为纯银制品产业的带头人之一，并带领团队和梦祥产品多次赴海外推广中国银文化。

瑞士制表品牌欧米茄正
式宣布将品牌全系列腕表的
保修服务延长至5年。欧米
茄腕表的5年保修服务于11
月2日起正式生效。凡于7
月1日以后购买的欧米茄腕
表，亦将享有5年保修服务。

据了解，这一决定源于
欧米茄近年来在制表技术上
取得的重大突破，其中包括
革命性的至臻天文台腕表的

推出。能够通过这一认证令
欧米茄腕表在精准度、防磁
性和整体性能上为制表业树
立更高标准。

随着欧米茄腕表品质的
不断提升，品牌亦于2017年
在瑞士比尔总部揭幕了全新
的现代化工厂。全新工厂配
有腕表测试和质量控制设
备，令欧米茄能够对腕表进
行前所未有的精密检测。

欧米茄宣布
腕表保修服务延长至5年

瑞 士 著 名 制 表 品 牌
HUBLOT宇舶表迎来史上
最年轻的品牌大使：基利安·
姆巴佩。年仅19岁的姆巴
佩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中作为主力出场，多次打进
关键性进球，助力法国队成
功夺得大力神杯，同时自己
也获得了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最佳新秀奖，成为全世
界关注与赞许的冉冉之星。

宇舶爱足球！已经汇聚
众多足球传奇人物的宇舶表
将邀请“球王”贝利来到巴
黎，作为宇舶表大家庭的代
表亲自欢迎基利安·姆巴佩
的加入。

“足球天才”姆巴佩
成为宇舶表品牌大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闫碧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11月 7日，为庆祝经典
之作鱼子精华系列带来的最
新创新，来自瑞士的奢华护
肤品牌La Prairie 莱珀妮在
上海展示备受瞩目的多媒体
装置艺术。同时，La Prai-
rie 莱珀妮以合作伙伴的身
份，第二年参加上海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与此同
时，La Prairie莱珀妮与瑞士
艺 术 家 Manon Werten-
broek 合 作 ，与 Niki de
Saint Phalle进行一场时空
艺术对话。

30年前，瑞士奢华品牌
La Prairie莱珀妮开始致力
于打造为奢华的护肤品，历
经多年探研，如今，La Prai-
rie 再一次向世人展示鱼子
精华滋养奢宠的震撼能量，
以赋新鱼子经典之作，成就
集设计、科学和奢享于一体
的大师之作。

装置艺术的第一部分向
鱼子科学和La Prairie 莱珀
妮的大胆创新表示深深的敬
意。1987年，La Prairie 莱
珀妮打破护肤常规，成为第

一个在产品中运用鱼子精华
的品牌，为肌肤注入源源不
断的生命之源，如今，融入全
新鱼子形态的鱼子精华琼贵
丰盈面霜，为肌肤带来眼见
为实的卓越效果。随着鱼子
精华的科学突破，天然鱼子
的功效得以增强与放大。

接下来，观众将目光投
向鱼子精华系列的经典设计
灵感，鱼子精华系列的包装
一经推出便成为焦点，在过
去三十年中历久弥新，以表
达对鱼子精华系列传承的深
深敬意。

La Prairie 莱珀妮在
La Prairie 莱珀妮 2018 年
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举办
期间，于主展区中进行呈
现。此次在La Prairie 莱珀
妮展馆中的展品，已在瑞士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提前亮
相。由 Wertenbroek 女士
为La Prairie 莱珀妮打造的
三件作品《镜子》《蓝色肖像》
和《窗外》，以及 Niki de
Saint Phalle 的标志性作品
《蓝蛇》亦一同展出。

La Prairie莱珀妮

“赋新·大师之作”亮相上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坚守初心，铸造民族品牌

河南珠宝名人志名人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