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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揭晓的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金牌产品中，我们可以欣
喜地看到，品类不同材质不同款式各异的各类珠宝产品，得到
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喜爱。十件金牌产品，件件都是珠宝品
牌中最具特色最有水准的。

好的产品是珠宝品牌得以发扬光大的核心。周大福的“盘
羊启泰”千足金摆件寓意吉祥应景，体现了业内巨擘周大福精
湛的传统文化艺术展现力;密玉作品《释迦牟尼》凝聚了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赵国安的智慧和技艺;乾昌珠宝的“淡雅”金镶和田
玉吊坠弘扬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金玉良缘的祝福，整件作品镶嵌
完美，并赋予了产品鲜明的时代特征;天成珠宝的“多子多福”翡
翠摆件是件质地细腻温润、色泽靓丽、雕刻精美的精品佳作;铭
心珠宝的“龙凤和鸣”金 AU9999套链，采用激光焊接、无焊点焊
料，成就了铭心珠宝产品的至纯至真。

好的产品还是珠宝品牌得以广受欢迎的灵魂。梦祥的“凤
求凰”花丝景泰蓝工艺系列银饰，很好地结合了我国传统的镶
嵌技艺，属于银饰产品中的“战斗机”;金美福珠宝的“星空”蓝宝
石项链，将蓝宝石环绕点缀在如繁星一般的钻石中，映衬出了
蓝宝石恬静高雅的清新气质;大唐通宝的“龙牌”玉雕手把件，磅
礴巨龙盘旋中手握满绿如意，浑然天成，细腻的雕工很好地诠
释了大唐通宝专业翡翠运营商的江湖地位;一恒贞珠宝的“远古
留香”碧玺系列配饰，以高雅不俗的碧玺为主石，辅以钻石和
18K 金，永恒迷人的线条让艳丽的碧玺愈发温婉动人;金伯利钻
石的“月光女神”钻石项链，钻石总重达 108.123 克拉，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金伯利专业钻石品牌商的雄厚实力和专业水准。

好的产品更是珠宝品牌得以获取合理利润的保障。企业要
想可持续发展，维系企业正常运转的合理利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
环。一个长期处于亏损边缘的珠宝品牌，是不会也不可能有着长
足健康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的。而拥有品类更多的、广受消费者喜
爱的金牌产品，无疑是珠宝品牌快速回笼资金、获得合理利润的
重要保障。周大福珠宝产品系列中众多的“一口价”商品，在很好
地彰显了周大福这个珠宝行业内领袖品牌强大的产品原创力的
同时，其设计研发团队对于终端市场的细微变化以及消费者购买
习惯的科学分析，很好地展示出一个已经具有 86年品牌历史的
传统珠宝品牌永远焕发青春活力的良好形象。

学习周大福，创意设计制造出更多的金牌产品，更好地迎
合市场趋势变化、迎合消费者的购买需求。这，才是珠宝品牌
得以长久健康发展的灵魂所在。

好产品是品牌的灵魂

王俊本: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

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珠宝行业，也

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

是表彰和鼓励先进，中原珠宝行业十

大领军人物、杰出贡献人物、十大金牌

产品、十大诚信品牌。

举办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更好地为河南珠宝行业增光

添彩，使珠宝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

通过系列推选活动，全面打造我们珠

宝行业的精品意识、竞争意识、传播意

识。我们将践行“双创”的目标，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创新是最关键的。珠

宝行业也需要创新。创新要树立创新

理念，要建立创新机制，更要坚持品牌

创新。

赵志刚：《河南日报》作为省委机

关报，我们历来策划的各项消费者推

选活动都是非常严谨的，力求客观、公

正、全面，这次评选出的领军人物中，

既有德高望重的刘长秀会长，也有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赵国安先生，还有女

企业家代表、一恒贞珠宝董事长黄飞

雪女士等。一些候选领军人物的网络

投票数更是接近了 30 万，系列推选活

动很好地提升了珠宝行业在整个社会

的影响力，对弘扬珠宝行业正能量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要为在座的珠

宝品牌选择和河南日报合作及为你们

获得的荣誉点一个大大的“赞”字。

刘长秀：珠宝行业，今年上半年形

势不会太好，预计到年中会有所改变，

下半年市场应该有一个缓慢的上升，

这也是多数业内人士的观点。珠宝业

前两年步子走得太快了点，暂时的低

迷也属正常。珠宝有刚性需求，仅仅

婚庆这一块，每年就有 1100 万对新婚

夫妇，婚戒的市场就很大。现在，男士

戴各类手串的也很多，这都是商机。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珠宝专业人才，

而专业人才只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

管理机制才能够顺利引进。

赵国安：这些年在河南日报这样

有影响力的媒体关注下，我省在培养

玉雕人才和其他各方面珠宝人才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也曾多次担任过

玉雕工比赛的评委。在原石的选择

上、在产品的创作上等多方面都给予

了选手以指导和帮助，我认为这是我

应该做的事，更是我乐意干的事。作

为一个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这是

我的义务和责任。

岳磊：周大福品牌拥有 86 年历史，

是中国内地及港澳领先珠宝商。从

2005 年开始已经连续十年位列中国主

板市场最具价值品牌榜，也是珠宝行

业唯一入选的品牌。河南日报此次举

办的消费者系列推选活动，有力地促

进了珠宝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可

持续发展。也加深了报社与各珠宝品

牌的交流合作。

黄飞雪：周大福有 86 年历史，我们

公司是 22 年。我们从创业时的一个

店，发展到现在全国 80 多家直营店。

从去年 3 月份开始，我们对公司财务进

行严格梳理，目前正备战新三板资本

市场，我们公司去年给国家纳税 500 万

元，希望在今年的 10 月份，一恒贞珠宝

能够顺利在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郭晓红：在金伯利钻石 20 年的发

展历史中，我加入已有 15 个年头，一

路走来，我个人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

困惑。这期间员工们跟我一起把困

难扛了过去，所以我常常带着一颗感

恩的心感谢我的员工。金伯利钻石

是诞生于河南的本土品牌，现在走向

了全世界，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

荣耀。

樊正进：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

现在，感觉珠宝行业有点断崖式的销

售下滑，经营形式确实非常严峻。这

说明，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但是，

反过来想，有河南日报这样的领军媒

体给予我们珠宝行业诸多的支持，给

我们大力的正面宣传，我相信，珠宝行

业的春天一定会尽早到来。

林玉宣：去年乾昌珠宝位于郑州

市紫荆山路上的全新批发展厅正式投

入运营，这是我们品牌发展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一环，极大方便了我省消费

者购买到价格更亲民的珠宝产品。今

年，乾昌珠宝争取实现较快发展，让乾

昌珠宝这个寓意“天道昌隆”、植根中

原大地、立志走向全国的品牌，能够让

更多消费者熟悉和喜爱。我们也将为

此目标而永不懈怠、不断努力。

丁广慧：行 业 发 展 的 核 心 是 什

么？核心还是产品。珠宝产品，最让

人关注的就是产品的质量，我想我们

在座的众多珠宝品牌，很多都是全国

知名品牌，我们要有更多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产品质量上多下一些工夫，

这对品牌口碑美誉度的铸造是非常关

键的。

慕强：关于此次消费者推选活动

评比，我用三个字来评价：正能量。关

于领军人物，咱们有国家级工艺美术

大师赵国安，玉器行业，河南是大省，

但不是强省。我们要推出大师，这些

年河南也评选出了许多省级珠宝雕刻

工艺大师，这都是为了推进珠宝行业

发展，尤其是玉器行业。这一次推出

金牌产品就是让消费者更多地注重品

牌，注重产品的品质、玉雕的工艺，这

些努力会让消费者更加认可和喜爱珠

宝产品。

陈美峰：我们一直倡导设计创新

是品牌的灵魂、品质提升是品牌的核

心、真诚服务是品牌的保障，三位一体

来塑造金美福的企业核心文化和品牌

的发展精髓。金美福作为河南日报长

期的合作伙伴，对于河南日报对珠宝

行业的正面引导表示赞赏和感谢。

张姗姗：中原珠宝城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打破了河南省内无专业批发

市场的状况。马忠董事长一直要求

我们秉承三句话，做诚实的人，卖真

实的货，做有意义的事。质量诚信是

企业的生命线，中原珠宝城从开业起

建立规章制度，狠抓商品质量及销售

服务工作，并且邀请了省级检测机构

入驻商场，使消费者买的便宜，买的

放心。

汪嘉：天成珠宝未来的着力点，一

是优化产品，二是细化服务。我们需

要更加优化自身产品的独特性，让顾

客选购到我们独一无二的珠宝饰品。

我们要做更好的服务，更优的品质，让

顾客买到更有保障的珠宝饰品。

付真真：我们深圳市百泰首饰珠

宝有限公司是集首饰研发生产加工，

品牌运营为一体的大型黄金珠宝加

工制造商及品牌运营商，百泰黄金首

饰年生产销售量达 210 多吨，中国黄

金消费市场每五件产品中就有一件

是百泰首饰生产制造。在多年发展

中深圳百泰首饰珠宝有限公司在国

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并获得中国

驰名商标等众多荣誉。

黄美敏：刚才领军人物颁奖，大家

拿到的这个银牌就是我们按照梦祥规

划的五星战略做的梦祥盛世系列。一

个新品牌落地第一步既艰难又关键，

作为奖牌承接制作者，我觉得我们作

为襁褓中的品牌发出的第一声还是比

较响亮的。除了为珠宝行业继续服务

以外，我们还希望有更多机会为我省

更多行业做一些奖牌的高端定制服

务，真正把品牌从规划到落地全过程

走得越来越好。

李德春：举办这次活动可以说对

珠宝行业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另

外对我们品牌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

促进和提升。一心珠宝公司是 2001 年

成立的，今年有 15 个年头了。我们公

司代理四大珠宝品牌，老庙、中国珠

宝、百泰首饰、周六福珠宝。我们的目

标是以品牌为支撑，以批发为基础，打

造河南最知名的珠宝品牌代理和批发

公司。

王兵：张国汉董事长一直认为，珠

宝行业只有抱团发展、共同发展，行业

才有出路。

今年我们落地最重要的项目，就

是黄金珠宝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个由

铭心实业预计投资 20 亿元建设的项目

占地 300 亩，包含珠宝全品类的生产和

加工链条。仅生产加工这一块建筑面

积约 30 万平方米，加上住宿和商业配

套，包括办公配套、电子商务总共约 60
万平方米。我们在河南建设这样一个

产业园，就是希望能为河南的珠宝人、

珠宝企业打造出一个共享的平台，然

后能够有这样一个抱团发展的专业化

珠宝产业基地。

曹鸣昌：梦金园作为一家以黄金

饰品为主导产品的企业，以“科学管

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诚信为本”的

宗旨，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创新，打造

高纯度首饰，走品牌战略”的发展理

念。与加盟商齐心打造共赢局面，是

梦金园始终如一的经营之路。

张杰：我 一 直 倡 导 聚 点 定 位 理

论。我们需要战略聚点、营销聚点、

终端聚点。战略聚点就是如何选择

我们的优质项目，找到竞争点；营销

聚点就是如何选择我们的市场，找到

爆破点；终端聚点就是如何选择我们

的消费群，找到卖点。大家如果把这

个三部曲做好了，那么，所有的问题

也就解决了，品牌也就打造起来了。

标题书法 杨建和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日前，由河南日报发起主
办的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
人物暨杰出贡献人物消费者
推选活动榜单揭晓。本次活
动经过消费者网络投票、媒体
评审团投票、专家评审团评议
三 个 环 节 严 格 操 作 ，力 求 客
观、公正、全面。在广大消费
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推动
了珠宝行业的影响力。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会长刘长秀，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董事
长赵国安，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忠善，郑州一
心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国，

周大福中国营运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范向东，河南梦祥纯银制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杰石，铭心实
业董事长张国汉，金美福珠宝董
事长陈美峰，乾昌珠宝有限公司
总经理林玉瑞，河南一恒贞珠宝
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飞雪，共 10
位珠宝行业的杰出代表荣膺了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的
荣誉。

因为对我省珠宝行业做
出的突出贡献，知名品牌定位
专家、或兰格品牌营销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杰还获得了
中原珠宝行业杰出贡献人物
的殊荣。 （张锐）

日前，由河南日报发起主
办的中原珠宝行业 10 大金牌
产品消费者推选活动榜单揭
晓。10 件代表中原珠宝行业
研发、设计、生产能力的优秀
产品胜出，荣获中原珠宝行业
十大金牌产品的荣誉，该项活
动对推动珠宝行业更加关注
自身珠宝产品的创作，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10 件获奖金牌产品分别
为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的密
玉《释迦牟尼》、周大福珠宝金
行（武汉）有限公司的“盘羊启
泰”千足金摆件、乾昌珠宝有

限公司的“淡雅”金镶和田玉
吊坠、河南天成珠宝集团有限
公司的“多子多福”翡翠摆件、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的“凤求凰”花丝景泰蓝工艺
系列银饰、金美福珠宝有限公
司的“星空”蓝宝石项链、河南
大唐通宝珠宝有限公司的“龙
牌”玉雕手把件、河南一恒贞
珠宝有限公司的“远古留香”
碧玺系列配饰、铭心实业集团
的“ 龙 凤 和 鸣 ”金 AU9999 套
链、上海金伯利钻石有限公司
的“月光女神”钻石项链。

（汪仁珺）

日前，由河南日报发起主
办的第二届 3·15诚信总推榜最
受公众喜爱的河南珠宝行业十
大诚信品牌榜单揭晓。周大
福、中国珠宝、中国黄金、老庙、
百泰首饰、铭心珠宝、梦祥、天
成珠宝、大唐通宝、中原珠宝城

著名珠宝品牌光荣上榜。
本次推选活动，消费者参

与积极、投票踊跃，对珠宝行
业的品牌打造、口碑铸造无疑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
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
生了良好的反响。 （张锐）

——河南日报成功举办中原珠宝行业领军人物暨诚信品牌座谈会

□ 瓦尔特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暨杰出贡献人物榜单揭晓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金牌产品榜单揭晓

第二届3·15诚信总推榜最受公众喜爱的
河南珠宝行业十大诚信品牌榜单揭晓

近日，由河南日报主办的
“ 中 原 珠 宝 行 业 十 大 领 军 人
物”系列消费者推选活动圆满
落幕。本次活动旨在提高河
南珠宝企业的品牌意识和行
业影响力。据悉，本次评奖活
动定制的纯银奖牌，是由梦祥
公司的专属银器礼品品牌梦
祥盛世独家提供。

梦祥盛世主要为企业量身

定制做工精良、设计高端的银
器礼品及专属银器用品。随着
珠宝市场不断发展，消费者对
于产品的个性化要求越来越
高，私人定制的需求也逐渐形
成规模，梦祥盛世将产品的艺
术文化和时尚个性进行融合，
走品牌终端服务的差异化道
路，梦祥盛世可谓是始终走在
市场的最前端。 （汪仁珺）

梦祥盛世为河南日报定制奖牌

3 月 27 日下午，中原珠宝行业领军人物暨诚信品牌座谈会
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成功举办。我省市场主流珠宝品牌代表以
及河南日报领导、行业协会领导、业内专家共 40 多人莅会，大家
畅谈品牌诚信经营，谋划行业健康发展。这也标志着始自 1 月
下旬，时间跨度接近两个月的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中原
珠宝行业杰出贡献人物、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金牌产品、第二届 3·
15诚信总推榜最受公众喜爱的河南珠宝行业十大诚信品牌系列
推选活动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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