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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中：珠宝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进
程中占据的比重逐年增加，现在每年的总
体量，大家公认的一个数据是超过了 5000
亿元人民币，其中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珠
宝品牌。

珠宝行业，目前整体经营情况比较平
淡。经济增速放缓当然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珠宝行业品牌同质化、产品同质化、
竞争低水平、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等,也一直
在制约着这个行业更加快速健康乃至稳
步发展的步伐。

《河南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作为我
省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一直关
注着我省珠宝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后，河
南日报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报道、支持我
省珠宝行业的健康发展。并与在座的各
位行业内人士一道，为我省珠宝行业的快
速发展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岳磊：首先感谢《河南日报》对我们珠
宝行业的支持。合作以来非常愉快，给周
大福在河南省知名度的提升带来了积极
作用。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核心业务是
生产和销售主流和名贵的珠宝首饰，多元
化产品包括珠宝镶嵌首饰、黄金、铂金、配
金。周大福创立 87 年来一直秉承真诚的
价值，成功构建了周大福标志性的品牌形
象和声誉。周大福现在有庞大的销售网
络，2290家店面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韩
国、美国等 500 个城市。周大福年销售额
在珠宝行业也是全球第一位，希望我们未
来在河南发展得更好。

李杰石：国家层面现在弘扬的是大国
工匠、匠人精神，这是对制造业质量提升
的重视。中原文化历史悠久，珠宝行业要
打好文化牌。首先我们企业家要有责任
感，共同努力打造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品
牌，为河南做贡献。其次我们要确保产
品，不能出现质量问题。非常感谢河南日
报对珠宝行业一直以来的支持、关注和正
面宣传。

马忠：我省珠宝品牌，基本上都在郑州
市紫荆山路和东大街这一块有布局。郑州
目前珠宝品牌 250 家左右，中原珠宝城就
有 180 家公司，占到总体量的 70%左右。
成立中原珠宝城，初衷就是想把大家的资
源、人脉整合，互相借势，一站式购物，我们
中原珠宝城宗旨就是弘扬中原文化，发展
珠宝产业，振兴河南经济。中原珠宝城搭
建好平台，为珠宝品牌服务。

张建峰：这是金美福第三次参加最具
影响力品牌座谈会。河南日报作为我省
最重要的媒体，一直关注珠宝行业的健康
发展，这种魄力令人赞叹。

金美福是 2006 年成立，在省内主要
以直营为主，目前拥有多家店铺。主要做
时尚珠宝，将来也会按照时尚珠宝这种品
牌路线一直系统地走下去。在未来的发
展中，我们更需要主流媒体的支持。

李治国：金鑫珠宝今年是创办第 19
年，现在有六家店。终端客层需要什么样
的 产 品 ，我 们 这 两 年 也 在 研 究 这 个 问
题。我认为产品研发包括客层定位，也包
括品牌的定位。我们现在开始研发我们
自己独有的 DNA 的产品，也在尝试建造
社区，尝试新的营销模式。比如建立珠宝

销售群，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可能会考
虑旗舰店加微型店，在一线城市开家面积
几千平方米的旗舰店，在下面的二三线城
市开小型的微型店，把体验做好，品牌树
立起来，网络布局，大力发展加盟。

刘一丁：在我看来，拉升我们品牌加
盟上，一个是垂直的提升，一个是店铺的
提升。我们很清晰地知道，在核心商圈，
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核心商圈最珍贵的
店铺就那几套，如果我们不第一时间签下
这些店铺，可能就流失掉了。梦金园在未
来重视两件事。一个是在渠道支持方面，
一个是在零售支持方面。我们很清楚，每
个省区 30%的客户提供了该省年贡献率
的 75%左右。所以，我们对这 30%的加盟
商如何把控、做好服务，至关重要。

张呈：在此首先对《河南日报》举办这
次活动表示感谢。我们正常开一个银饰
店需要 19 万元左右，2 万元的加盟费，将
近 15 万元的上货，将近 4 万元的垫资款。
我们以最高的标准打造市场的最底部，就
是为了从最小体量入手，推动我国的城镇
化建设。我希望有更多的珠宝从业者、珠
宝品牌能够一起走进这样一个蓝图，共同
发展。

刘宏：现在各大品牌都是在走产品差
异化，我们所说的营销学上的 4P 理论，4C
理论，最终珠宝行业要回归到 4P。苹果手
机出来之前消费者没有什么需求，产品出
来以后，消费者发现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纷纷购买，那么这个需求就是创造出来
的。消费者习惯了购买苹果手机，无论是
苹果 6 或者 6S，只要产品出来就有需求，
这又回到 4P 理论，产品导向。所以要提
倡差异化，告别同质化。

王兵：铭心集团总部在河南，在河南
扎根已经 20 多年了。我们从三个方面去
做品牌建设。第一个做品牌文化。第二
个挖掘的内涵就是诚信，打造诚信品牌。
第三个我们要做品牌服务，全方位地围绕
着以客户认知为中心。希望《河南日报》
发挥党报优势，能够让政府有关领导，包
括金融机构的领导关注到我们珠宝行业，
支持珠宝产业的健康发展。

王清芳：中国黄金品牌在河南发展
已有七年时间，首饰销售方面在全国省
级市场排名第一位。我们这两年主要工
作是提升珠宝类的销售。中国黄金从今
年开始，将在河南打造更大的综合体店
面。要开两百到三百平方米以上面积的
大型的综合店面，来提升央企在河南市
场的影响力。

汪嘉：天成珠宝 1993 年成立，也是从
一个小金店开始，有了 23年的历程了。我
们从黄金开始做起，但黄金饰品销售占比
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投入资金很多，但是毛利非常少。以后珠
宝品牌要更多地从工艺、设计上，主导消
费者向独一无二的饰品上转型。固有的
保值消费观念如果继续走下去，只会走到
一个死胡同。

付真真：百泰首饰深受河南消费者的
信任，与我们百泰首饰一直注重品牌的品
质、质量和工艺是分不开的。作为我们全

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商
来讲，我们认为品牌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落
在产品上，消费者之所以喜欢百泰首饰是
因为我们产品品质好。纵观世界知名品
牌，都是把产品品质放在首位。消费者会
认可一个品牌归根到底也是认可一个品
牌的文化，认可产品品质。所以我们百泰
首饰会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标准，不断
创新，服务好广大的消费者。

冯晓云：中国珠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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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务院
国资委监管企业。2013 年 5 月份，中国珠
宝商标正式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审批，成为注册商标。中国珠宝品牌专柜
和专卖店现在遍及全国 25 个省份，拥有
800多家店。河南现在已经有 60多家。

林玉宣：非常高兴乾昌珠宝能够得
到消费者的认可，再次入选河南珠宝行
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乾昌珠宝品牌，在
2013 年确定营造“心动时刻”为品牌核心
价值之后，我们一直围绕这个核心价值
完善公司流程，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落
实细节，一切从顾客出发。今年，我们将
加大新产品研发设计，会有更多的新产
品入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
择，我们也会带着这份荣誉与责任与在
座的同仁一起维护好河南珠宝市场的诚
信发展，坚守企业的生命线，共同创造中
原珠宝市场的繁荣。

肖建中:今天的座谈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对这两年的情

况作了梳理，对这个行业的成绩、亮点，包
括存在的难题也都作了探讨交流。更重
要的是，大家对当下一些共性的问题作了
一些思考，谈了很多思路，很具有思想性，
收获很大。

第二个特点，大家对珠宝行业与媒体
的合作提了很多建议。首先，对《河南日
报》的具体宣传，大家提了一些建议，非常
感谢。其次，希望《河南日报》专刊部对珠
宝行业平台的搭建保持一个可持续性的
跟进。最后，大家的建议，让我们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们要与各品牌更加紧
密地加强线下的互动。

百泰首饰品牌经理
付真真

中国珠宝品牌经理
冯晓云

乾昌珠宝企划总监
林玉宣

周大福河南区总经理
岳磊

梦祥银董事长
李杰石

中原珠宝城董事长
马忠

金美福珠宝副总经理
张建峰

金鑫珠宝运营总监
李治国

梦金园华北大区经理
刘一丁

周大生河南区域总监
刘宏

中国黄金品牌经理
王清芳

天成珠宝企划总监
汪嘉

3 月 26 日，春暖花开，和风
送暖，由领先珠宝品牌周大福主
办的第二季“丝路任我行”——
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
丝）启动仪式在武汉园博园东门
外广场隆重开幕，标志着海丝活
动正式扬帆起航。

2015 年，周大福第一季“丝
路任我行”活动吸引了 3 万多名
应征者报名。活动藉由 4 名任
性员工亲身探寻魅力丝路的风
情底蕴，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与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海丝活
动延续第一季热潮，自 3 月 16 日
开启报名以来，短短一周内报名
者即突破一万名。

海丝启动仪式由一场青春活
泼的《水手舞》拉开序幕。周大福
华中区域总经理范向东上台致
辞，表示周大福将延续第一季“月
收入两万加额外奖金、旅行费用
全包、任意规划行走线路”等超级

待遇极致打造世界级“任性工
作”。之后，包括范向东在内的五
位嘉宾上台转动领航舵，悠远的
鸣笛声响起，宣布第二季“丝路任
我行”活动正式启动。随后，第一
季任性员工汪雪莲分享了她重走
丝路的精彩经历。

启动仪式会场两侧放置报名
通道“立体二维码”，吸引了众多
市民扫码报名。海丝选拔分为
报名—投票—决赛—发布四个
阶段，将通过视频投票选出前 20
强于 5 月参加决赛，多方考核后
最终决出 4 名优胜者成为“丝路
特聘任性员工”，开启任性之旅。

（张锐）

3 月 31 日，早春三月，古都
金陵绽放优雅新意。瑞士著名
钟表制造商浪琴表隆重揭幕浪
琴表南京德基直营店，这也是品
牌位于南京的首家直营店。活
动当天，浪琴表优雅形象大使彭
于晏亲临现场，以风度翩翩的造
型，为新店揭幕锦上添花。与此
同时，浪琴表名匠系列月相计时
腕表也领衔众多品牌旗下的精

品腕间杰作，在此期间也登陆南
京德基广场，呈献“浪琴表优雅
时计巡展”，为广大钟表爱好者
讲述浪琴表 184 年以来的精纯制
表传统与经典优雅态度。

名匠系列月相计时腕表将
领衔众多品牌旗下的精品腕间
杰作，向南京钟表爱好者倾情诉
说浪琴表 184 年以来的悠久历史
与精湛工艺。

浪琴表名匠系列腕表是品
牌优雅精神的完美体现，自诞生
以来便倍受追捧。全系列表款
均搭载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名
匠系列月相计时腕表，将神秘的
月相变迁呈现于表盘之上，并具
备精准的计时功能，在分秒嘀嗒
之间，尽显浪琴表的精纯制表传
统与经典优雅设计。 （张锐）

周大福第二季“丝路任我行”正式启动

浪琴表携手彭于晏南京开新店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虽然之前几天，省会
郑州还春寒料峭，不过，3 月 31 日下午，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
办的河南省珠宝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颁奖座谈会的现场上，却
是氛围温暖祥和，一片春意盎然。由河南日报社发起的第三届
3·15诚信总推榜活动的颁奖座谈会，在报业大厦成功举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肖建中，河南市场著
名珠宝品牌——周大福，中国黄金，百泰首饰，中国珠宝，周大
生，梦祥银，铭心珠宝，金鑫珠宝，金美福珠宝，乾昌珠宝，天成珠
宝，梦金园，慕光珠宝，中原珠宝城等品牌的相关负责人悉数出
席座谈会并热烈发言。

铭心集团全国营销
中心总经理 王兵

党报聚焦珠宝业 著名品牌齐发声

4 月 5 日 -20 日 ，“ 领 舞 中
原 活力全开”第一届全民广场
舞邀请赛正式开始报名啦。

铭心珠宝、金多银多珠宝广
场携手致敬广场上的“活力”舞
者，准备了活力全开的舞台，悬
赏万元奖金加珠宝大奖，只为寻
找广场舞神。只要你热爱广场
舞，有一颗青春活力的心，只要
你愿意到更大的舞台展示风采，
就欢迎你来。

冠 军 奖 ：10000 元 奖 金 +
10000 元珠宝大奖+奖杯+证书

亚军奖：5000 元奖金+5000

元珠宝大奖+奖杯+证书
季军奖：3000 元奖金+3000

元珠宝大奖+奖杯+证书
优秀奖：2000 元珠宝大奖
只要入围参赛，就有礼品拿。
报名地址：紫荆山路东大街

南 50 米铭心珠宝旗舰展厅一楼
服务台

紫 荆 山 路 东 大 街 交 会 处
金多银多珠宝广场三楼服务台

微信搜索“铭心珠宝”mingx⁃
in24k、“ 金 多 银 多 珠 宝 广 场 ”
jdyd9999 了解活动详情。

（赵钰）

万元奖金寻找郑州“广场舞神”

万物复苏的时节，初春
嫩芽萌发的鲜活气息最先闯
入 心 底 ，犹 如 Eau Par⁃
fumée au thé vert 宝 格
丽 绿 色 经 典 淡 香 水（绿 茶
香），绽放勃勃生机。灵感源
于茶道，带着与生俱来的优
雅，搭配明亮柔和的悠然茶
香 ， Eau Parfumée au
thé vert 宝格丽绿色经典淡
香水（绿茶香）打造出最完美
的春日礼赞。略带甘甜之感
的气息在尾调加以点缀，勾
勒出春季的明媚绚烂。香醇
独特的香调宛如最精致艺术
的化身，细腻而熨帖，似朋友
的陪伴，令人倍感惬意而不
乏生机意趣。 （赵钰）

慕光珠宝董事长
张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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