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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寒冬中，总有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关注着您坚定前行的脚步。
河南日报作为我省的权威媒体，始终关注着珠宝行业的健康发展。2015年12月30日下午，由河南

日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郑州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多家知名珠宝品牌负责人共同参
与的，一场名为“新开局 新希望”中原珠宝行业的专题研讨会，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如期举办。

众多珠宝行业的代表在发言中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对2015年的品牌亮点、行业现状、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2016年珠宝行业的愿景充满希望。铸造品牌诚信为本，突出特色细分市场，成
为与会行业代表对珠宝行业健康发展的共同希冀。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
刘长秀：当前珠宝市场属于稳中有进的态
势，主要特点：一、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已由
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但大部分商家自
身设计能力不强，店铺千店一面，产品同质
化严重。二、消费者对艺术设计、工艺要求
越来越高，企业不能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

现在很多企业家只会“找市场”，或者
是“跟市场”，因为这种选择没有风险，其实
真正优秀的企业都是“创造市场、创新服
务”。

我们珠宝企业要从靠机会转变为靠实
力，靠规模转变为靠质量，靠运作转变为靠
产品，靠价格转变为靠品牌营销，靠低廉劳
动力转变为拥有一支高素质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设计人员、销售人员的坚强队伍，
我们一定能够勇克时艰，以睿智去拥抱珠
宝行业美好的明天。

郑州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
牛延平：业界认为，当前是珠宝行业的寒冬
期。我认为寒冬孕育着春天的信息，万紫
千红、春意盎然的季节一定会到来。

做珠宝行业的信心不能丢，信念不能
变。形势的变化期，也是珠宝行业审时度势
期、调整期、反思期、养精蓄锐期、创新期。
珠宝行业是朝阳行业，珠宝玉石文化底蕴深
厚，有八千年的文明史。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带动作用，必将引领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平台，体现
着珠宝业自身的优势。只有创新才有生命
力，创新是改变世界的永恒主题。

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赵志刚：河南日
报作为我省最重要的权威媒体之一，长期
以来，一直关注着我省珠宝行业的健康发
展。作为一份日发行量突破 54 万份的主流
纸媒，河南日报将以更加专注的态度和专
业的精神，为我省珠宝行业的品牌铸造、美
誉度的不断提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和不
懈的努力。

周大福河南区高级经理岳磊：周大福始
创于 1929 年，已经有 86 年的历史。周大福
于 2011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核
心业务为生产和销售主流及名贵珠宝首饰，
并代理多个品牌名表。公司于 2014 年收购
国际知名奢华钻石品牌 Hearts On Fire，
进一步巩固集团为钻石专家的行业地位。

周大福的零售网络遍布大中华区、新
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与美国近 500 个城市，
包括 2290 家周大福及 HOF 店铺，并成功拓
展了电子商务网络。近年来电子商务迅速
发展，数码营销及推广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在此非常感谢河南日报多年来给予周
大福一如既往的鼎力支持！河南日报作为
我省最主流、最权威的媒体，一直引导着河
南省珠宝产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杰石：做珠宝就是做文化。目前，珠宝行
业正处在洗牌期，每个珠宝企业肩负着打
响文化牌的责任，企业之间要寻找文化差
异化，不同文化定位的珠宝企业，其传承的
珠宝文化价值也是不同的。市场在变，珠
宝企业的文化价值思路也应随之而变，要
有前瞻性，要顺势而为。

珠宝企业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
价值、质量、定位、品牌影响力、售后服务水
平、终端销售能力等。

市场进入细分时代，文化价值时代，珠
宝首饰的多样化和专业化。购买珠宝不再
是以增值保值为主，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
心理需求，所以，企业根据各自企业文化确
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键。

中原珠宝城董事长马忠：中原珠宝城
目前是中西部地区容量最大、辐射最远、黄
金珠宝货品最全、交易形式最全面、最专业
的黄金珠宝批发市场；是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以黄金珠宝批发为主的珠宝市场。中原
珠宝城以后将围绕经营活动不定期地组织
珠宝品牌展示会、促销会、珠宝首饰文化节
等，使其成为中原珠宝城的一大亮点。整
个市场 600 多个工作岗位的提供，也彰显了
中原珠宝城的社会责任。

现在，中原珠宝城的三个重要功能已经
全面成形。一是成为知名品牌进一步展示
和塑造品牌的窗口；二是成为珠宝产业文化
交流场地，整合资源实现共享；三是打造中
部地区各类珠宝的交易中心和集散地。

中原珠宝城总经理张秀梅：首先要加
强行业规范，共倡诚信联盟。使我们的产
品诚信、服务诚信、价格诚信、经营诚信，用
诚信赢得消费者，用诚信赢得市场，用诚信
赢得利润。另外要精准定位，抓住机遇，迎
合市场，及时微调。最后要行业团结，党报
支持，抱团过冬，共同创造没有雾霾的“碧
海蓝天”的珠宝市场。

业内知名专家慕强：目前，珠宝行业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市场进入细分时代、
品牌时代。珠宝首饰呈现出多样化和专业
化，购买珠宝不再是以增值保值为主，更多
的是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珠宝行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正处于发展提升时期。老凤祥、周大生、百
泰等强势品牌在我省相继成立了河南公
司，省内的铭心珠宝、金美福珠宝等十几个
品牌也正在走向全国，尤其是梦祥银饰，已
经成为全国著名银饰品牌，未来我省会成
为中国珠宝行业集加工生产、批发物流、品
牌运营等于一体的规模性产业基地。

知名品牌定位专家张杰：消费大升级
时代的来临，企业只有通过转型才能更好
的赢得市场与用户。

从城市市场到乡镇市场的转型，中国
和其他国家市场都不一样，中国有两个市
场，电商对一线城市市场的冲击前所未有，
很多所谓的高端品牌营收下降惊人，但同
时却给了乡镇市场千载难逢的机会，乡镇
市场的消费习惯需要渐进式改变。从企业
内部管理管控到开放式的合伙人制的转
型，如今市场的变化太快，很多流程下来已
经没了机会，合伙人的产生不但应对市场
竞争中能高效运作，而且模块式作业更能
体现主人翁意识。

金美福珠宝副总经理张建峰：目前中
国珠宝市场产品同质化严重，部分企业不
做研发、设计，一味模仿。企业运用残酷的
价格竞争。这样一来，最终伤害的还是我

们企业自己。
不少零售企业热衷于办活动、搞促销，

借机虚高标价、以次充好，玩折扣游戏，欺骗
消费者。而这些，不仅是对企业信誉的破
坏，更是对行业形象的重伤，严重地淡化了
产品设计与文化这个核心价值的存在。

珠宝企业应该精细化发展，突出一技
之长，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将是企业发展
壮大、做强做久的重要方向。有资金的，有
渠道的，有平台的，有设计能力的，有加工
技术的，企业相互之间强强联合，这将是行
业过剩危机下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好的出
路。

百泰首饰河南公司副总经理曹桂军：
珠宝行业目前正处在一个低迷期。
我们认为从现在开始，未来 5-10 年是

中国最好的投资年，没有之一。所以就需
要企业深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细化市场，
未来一个品牌只为一类客户服务，而产品
必须根据品牌来定位。

我们百泰集团提出“三轻”：轻时尚，轻
资产，轻人员，“三重”：重产品研发，重品牌
推广，重员工培训，助力企业建设发展。

一心珠宝董事长代表、品牌部经理
冯晓云：“中国珠宝”是中国珠宝首饰进出
口公司几十年来在国内、国际珠宝首饰业
界常用的简称。中国珠宝首饰进出口公司
是一家国有全资的珠宝首饰专业公司，成
立于 1985 年，隶属于中国工艺集团，属国务
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自从 2013 年 5 月份，“中国珠宝”商标
正式通过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的审批，成为注册商标以来，“中国珠宝”品
牌专柜和专卖店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
各地纷纷开张，现已遍及全国 25 个省份，拥
有近 500 家零售店铺。目前，河南省的“中
国珠宝”品牌店已有 50 多家。

“中国珠宝”品牌始终坚持以高质量、
高工艺、珠宝文化传承和艺术化设计为发
展方针，为消费者带来顶级的完美体验,实
现扎根中原、服务中原人民的宗旨。

铭心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兵：大经济环
境下，行业经营受到影响，希望媒体充分发
挥纽带作用。

一、做好珠宝企业之间的纽带。无序
化 竞 争 时 代 过 去 ，抱 团 发 展 形 成 聚 集 效
应。行业内形成消费指引，使大家的经营
方向更迎合市场。

二 、做 好 珠 宝 企 业 与 政 府 之 间 的 纽
带。充分发挥党报作用，宣传行业影响，倡
导政府扶持。特别是大型项目，如珠宝广
场、珠宝产业园，使政策落地。

三、做好珠宝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
纽带。河南金融机构对珠宝企业支持力度
相差很远，原因是他们对行业的不了解。
黄金珠宝行业投资大、流通大、利润低、风
险更低，正是金融机构合作的最好平台。

大唐通宝董事长樊正进：尽管翡翠玉
石行业这两年因为原石价格不断攀高，市
场销售疲弱造成行业景气度下降。但是，
这对品牌翡翠反倒是一个驱除伪劣、弘扬
品牌的绝好机会。大唐企业秉承弘扬民族
文化的理念，以其“诚信务实、拼搏创新”的

企业精神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全力打
造“翡翠连锁行业第一品牌”。

大唐企业秉承“诚信为本，品质为魂”的
经营理念，以多边共赢、共同发展为原则，携
手翡翠行业的仁人志士，一定会把大唐通宝
打造成具有强烈民族气息的著名珠宝品牌。

天成珠宝媒介总监汪嘉：一 、“ 互 联
网+”的深耕融合。市场的变化，必然会倒
逼珠宝企业转型、调整。当下，电子商务正
促使珠宝企业在经营销售方式上借助互联
网的普及而发生着变化，珠宝行业采用电
子商务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种选
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二、深化产品系列。多层次，多样化，
从低端走量的批发到正常中档产品，再到
高端的私人定制，奢侈珠宝。

三、加强软环境体验。店铺优势不发
挥就会被冲击，珠宝首饰更多的是满足心
理需求，打造店铺购买氛围，享受情感体验
和专业的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就能够站
稳市场。

乾昌珠宝总经理代表林玉宣：纵观全
国市场，2015 年对珠宝界来说是艰难的一
年。乾昌珠宝也在积极地改变战略来应对
市场的变化。

首先推出“营造心动时刻”的核心价值，
满足消费者关于“独特设计、个性内涵、惊喜
礼物”的珠宝消费体验。同时为了满足婚庆
市场需求，及时推出了“心动”婚嫁系列产
品。另外在 2013 年，乾昌珠宝成立乾昌珠
宝学院，提高员工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最
后，重视提升 VIP 会员的忠诚度。老顾客和
VIP 会员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乾昌
的营销体系中老顾客是重要的一环。

爱迪尔珠宝终端运营部西北区经理
张诗雯：爱迪尔珠宝自 2002 年 4 月正式运
营以来，始终秉持以关爱为主线，关爱西部
贫困儿童，关怀艾滋病受困孤儿，支持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

在产品研发上，公司自行研发的创新
产品“炫彩，灵动，吻钻，一生一心”等长
期受到市场热捧，创单品 6 个亿的销售神
话，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经常会看到佩戴
爱迪尔珠宝幸福甜蜜的身影。截至目前，
爱 迪 尔 珠 宝 已 获 得 国 内 国 际 等 92 项 专
利。秉承“爱的印记”一路走来，“爱迪尔
品牌印记·一点红”产品持续发力，将爱
传递。

梦金园集团相关负责人：同质化竞争
的根源在于企业品牌的缺失。梦金园相关
负责人举例，从国际市场的成功经验看，卡
地亚、蒂芙尼珠宝等之所以能以高端价位
赢得全球消费者的信赖和喜爱，靠的就是
品牌这一核心竞争力。

在纯度的基础上，梦金园还适时提出
了“绿色黄金”的理念。据介绍，梦金园“绿
色黄金”的概念源于绿色是环保的标准色，
而梦金园在黄金的提纯过程中应用到的无
焊料焊接专利技术，在焊接过程中不再添
加焊料，这也是梦金园的核心技术。此外，
为产品沁入文化元素，创新产品工艺，做有
文化内涵的黄金珠宝饰品也是品牌建设的
重要方向。

1 月 6 日，“2015 年河南省珠
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年会”在郑
州成功举办。

本次年会以“贯彻新国标，
谋划新开局”为主题，在新常态
下，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用融合创新的思
维，正确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挖掘珠宝市场潜力。通过企
业活动引导消费，创造需求、通
过新产品开发，创造市场，抓住

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是宝玉石人
共同面临的挑战。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会长刘长秀表示：“我们一
定要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打
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
南、美丽河南的战略目标，同心
同德，加强协作，抱团发热、发
光，应对风险和挑战，为我省珠
宝企业发展、壮大而努力奋斗。”

（张锐）

日 前 ，河 南 知 名 的 自 媒 体
《河南思客》在郑州举行 2015 年
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多名
自媒体人参加了活动。

据《河南思客》主编杨海燕
介绍，思客就是思想者，有思想
的人。河南思客是思想者聚集
的地方，思想者沟通交流的平
台。河南思客正在汇聚一批有

思想的人，他们来自各条战线，
各个行业，各个岗位。河南思客
将适时打出自己的品牌和方向，
内容更趋专业化、高端化，更加
突出唯一性、原创性，兼顾可读
性、趣味性和大众化。其中优秀
的原创作品，将在每年结集成
册。

（汪仁珺）

2015 年 12 月 30 日，河南省
首个医美设计素描班“安和培
训”开课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郑
州举行，此次活动由郑州大学整
形美容研究所主办，郑州美之邦
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承办。

郑州大学整形美容研究所
所长、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
形外科主任姜南教授指出，医生
的个人审美、艺术修养，都对手
术设计最终效果有必然联系，通

过医美素描的训练学习，提升整
形医生、咨询医师团队的整体艺
术审美观和实践能力，从而帮助
整形医生们真正转变成“拿着手
术刀的艺术家”。

此次活动得到解放军 153
中心医院、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郑州集美、郑州梨花雨医疗美容
机构、郑州爱美丽医疗美容医
院、郑州至美国际整形美容医院
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赵钰）

全球知名鞋履品牌 Clarks
于 2015年 12月 24日在郑州丹尼
斯大卫城举办“百年英伦 制鞋
世家——Clarks190 周年品牌路
演”活动。

自 1825 年 ，塞 若 斯·克 拉
克(Cyrus Clark)和詹姆斯·克拉
克 (James Clark)兄弟俩在英格
兰南部的萨默塞特郡 (Somerset)
手工制作出第一双羊皮拖鞋以

来，Clarks 已走过了 190 个年头。
同时，今年也是 Clarks ORIGI⁃
NALS 诞生 65 周年。Clarks 全国
销售总监李建忠先生亲临现场，
不仅体现了对品牌发展的信心，
更表达了对郑州市场的重视。知
名艺人贾乃亮到场助阵，与模特
共同演绎 Clarks2015 新英伦风
尚。

（汪仁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许昌首
个国际化一站式购物中心——
新田 360 广场许昌亨源通店开
业。这是继郑州国贸 360 广场
这一项目后，河南郑州国贸商
业有限公司首次布局地市的国
际化全业态城市综合型购物中
心项目。

新田 360 广场许昌亨源通
店延续郑州国贸 360 广场的全

球 领 先 商 业 模 式 —“ 街 MALL
概 念 ”，引 入 H&M、UNIQLO、
UR 等共计近 50 家全新品牌首
次进驻许昌，充分诠释国际化
的 时 尚 生 活 方 式 ，以 便 捷 、休
闲、开放与亲和为基调，引导前
沿生活理念，打造“时尚潮 BUY
新地标”，开启许昌商业 MALL
时代。

（赵钰）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上午，郑
州慕光银贸易有限公司在郑州
成功举办“慕光·中国城镇珠宝
2016 战略发布会暨慕光珠宝总
部乔迁盛典”。河南省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河南日报、郑州
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河南
省珠宝金银检测站等行业领导
及专业媒体共同出席。郑州慕
光银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是一家以市场为导向、

以服务为核心、以文化为产品、
以创新为发展的新型珠宝品牌
营销运营公司。慕光珠宝自成
立以来立足珠宝行业品牌市场
细分和中国城镇商业创新发展
方向，及时结合和精准把握到国
家政策精髓和行业市场发展契
机，确立了以“中国城镇珠宝品
牌”为品牌市场定位的企业品牌
发展战略。

（汪仁珺）

1 月 6 日，在数百位珠宝企
业代表、协会领导、业界精英、主
流媒体、专家学者的见证下，中
原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正式亮
相。

中原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
的张杰先生表示，“如今中国珠

宝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期，品牌
创新与珠宝设计创新已成为阻
碍珠宝品牌向上的天花板，中原
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应运而生，
将助力中原乃至全国珠宝行业
的崛起，打造独属于珠宝的黄金
时代。”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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