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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1月6日上午，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
公司2016年度客户表彰大会暨2017年客
户春节联谊会,在新密市承誉德大酒店成
功举办。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总
部及其下属的生产工厂、K金工厂、深圳分
公司、河南分公司、梦祥北京文化传媒公司
等员工，和梦祥2016年度优秀客户及优秀
商业合作伙伴，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25年风雨洗礼 一路携手砥砺前行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刘
长秀，对梦祥公司在2016年的平稳发展，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专程与会，就是希
望能够近距离感受梦祥文化和梦祥人的亲
情。梦祥作为河南本土的知名企业，现如
今已具有全国的知名度，这是我省所有珠
宝人都为之感到骄傲的。希望梦祥能发展
得更好，未来能够借助资本的力量，做大做
强，早日上市，把企业推升到一个新的发展
境地。

梦祥品牌创始人、梦祥公司董事长李
杰石，介绍了梦祥的发展历程。25年前，
李杰石在新密市的一个小山村里，创办了
梦祥品牌。25年风雨洗礼,一路携手砥砺
前行。如今，梦祥已是中国驰名商标。在
新的一年里，梦祥要再接再厉，努力拼搏，
争取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争取让梦祥品

牌早日上市，并走向国际市场，争取早日完
成让中国银文化享誉世界的梦想。

李杰石说，梦祥不仅是一家全国领先
的纯银制品设计、加工和销售企业，还是一
家集黄金、K金、珠宝、钻石、珍珠设计和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2016年，由中国
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女士亲传弟子小彩
旗代言的梦祥珠宝，还荣获了“河南省十大
著名珠宝品牌”荣誉称号。

据统计，目前梦祥在全国已经拥有加
盟商近5000家，拥有近万个销售合作网
点。梦祥坚持的“终身免费调换”的政策，
得到了有力的执行和保障，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信赖和认可。

2016年，李杰石荣获了网易河南卓越
匠人大奖，梦祥珠宝荣获了河南省十大著
名珠宝品牌的称号。企业还成立了梦祥北
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添了1000多家合
作伙伴。

建设白银产业园 构筑全品类矩阵

展望未来，李杰石认为，在2017年，梦
祥要在继续扩大全国市场的基础上，开始
规划建设梦祥白银文化产业园区，大力发
展金梦祥（即梦祥珠宝），扩大生产，招聘更
多的人才，大幅度提升公司的业绩和利润，
为公司更快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要继续做好贫困学子的捐助，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回报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梦祥的信任和帮
助。

为了更好地传递梦祥的品牌理念，这
几年间，梦祥公司还邀约了著名舞蹈家、孔
雀公主杨丽萍以及小彩旗，担当了梦祥公
司的全新系列品牌形象代言人，这在消费
者和珠宝行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目前，梦祥公司旗下拥有银饰加盟旗
舰品牌“梦祥银”，产品款式新颖独特、琳琅
满目的黄金种类品牌“金梦祥”，囊括珠宝
全品类黄金、K金、铂金、钻石、翡翠等众多
中国著名品牌的“梦祥珠宝”，正在全力规
划的高端银饰品牌“九龙银象”，以及梦祥
精心打造的融汇国际顶级奢侈品文化及中
国养生文化的高端器具礼品品牌的“梦祥
盛世”五大系列。产品定位清晰、目标客户
明确，这为梦祥迈向中国银饰第一品牌的
漫漫征程夯实了坚定的基础。

李杰石认为：“梦祥的发展，首先感恩
于祖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而梦祥逐渐发
展壮大后，企业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发展全国性著名纯银品牌，这是我们的目
标，更是一种担当。目前，国内纯银第一品
牌尚未诞生，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梦祥
人要自我加压，倾力打造纯银全国第一品
牌，这个奋斗目标给了我们梦祥人工作的
动力。梦祥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
现中国纯银制品第一品牌的目标。”

实现梦想 携手共赢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发展侧记

1月10日，中原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及创新空间，在郑
州市管城区正式成立与启动。在启动仪式上，中原珠宝创
新设计研究院现场与管城区政府签订了创新项目引进战略
协议，还与中国传媒大学、上市公司鑫融基控股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

未来研究院及创新空间将从市场到品牌的趋势研究与
系统构建，从新材料到新工艺的平台联合研发，从产品到顾
客的精准定位与创新应用，从项目孵化到资本资源全面整
合，进行全方位的研发。这必将为珠宝行业的健康发展及
品牌铸造产品创新，带来可期的提升与改变。

我国的珠宝行业，经历了过往岁月中的快速发展和繁
荣壮大，而且，在曾经的黄金十年中，也诞生了许多全国性
和地域性的著名珠宝品牌。得益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向好和
快速发展，这些珠宝品牌也收获了超过自我预期的发展硕
果。

但是，自从进入2015年，我国的珠宝行业开始进入发
展平缓、增速下降的时期。许多缺乏自我研发设计能力，单
靠模仿单靠跟风的一些珠宝品牌，忽然间发现，自己的销售
放缓产品积压利润大幅衰减了。许多业内人士，也据此认
为我国珠宝行业兴旺发达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未来，会
有更多的中小型珠宝企业和区域性珠宝品牌将面临困境，
走向消亡。

经济下行压力山大的当下，作为锦上添花装扮我们美
好生活的各种珠宝首饰，确实很容易成为我们压缩生活预
算的首选。因为，一件没有创新没有特色没有惊艳没有国
际范儿的珠宝首饰，很难会让你为她朝思暮想必须购入的。

但是，如果是一件原创独特与众不同的创新珠宝产品，
摆放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怦然心动，立马就掏钱包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可逆的。珠宝行业产

品同质化单一化互相模仿抄袭，极大地制约了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也打压了珠宝品牌的合理利润。中小品牌互相拼
杀价格的最后，损失的是自己的品牌价值，透支的是自己企
业健康成长的资金积累。

我衷心希望中原珠宝创新设计研究院及创新空间，在
依托国内知名院校行业资深专家支持的基础上，尽快地推
出自己具有原创独特引领潮流的珠宝产品，类似于当年的
金镶玉、3D硬金般，在我国珠宝行业掀起一个产品细分的
销售热潮。让郑州创造，让管城创造，在我国珠宝的行业
内，占据着更加重要的江湖地位。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能够早日的到来。

为珠宝的创新设计点赞
□瓦尔特

1955年3月24日，中
国第一只手表——“五一”
牌在天津手表厂诞生，后
改名为“东风”牌。今天追
溯起来，这都算作是“海鸥
表”的前身。从50多年前
的中国民族品牌,到立志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表业的
著名品牌，海鸥表的表白
就是，“我有一颗中国心”。

走进海鸥表设在省会
郑州曼哈顿广场的专卖
店，海鸥手表技术有限公
司区域业务部部长王兆泉，
把展柜内陈设的 2016 年
全新上市的海鸥表“设计
师”系列，一枚一枚地拿出
来，给我们做了详尽的介
绍。“设计师”系列表款，在
双时区和大日历的功能结
构上，给予了充分优化。
外形简约价格亲民的设计
师系列，一上市，就得到了
消费者的青睐和好评。

王兆泉介绍，海鸥表
不仅仅在亲民腕表的研制
推出下了大力气，更加贴
近市场迎合消费需求,在
其展现自己品牌实力匠心
技艺的高端腕表生产上，
也从来没有停止研发创新
的脚步。

他拿出一枚工艺复杂
的“双陀飞轮”海鸥表，重
点进行了介绍。因为目

前，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
几个品牌，掌握了“双陀飞
轮”的制造工艺。而海鸥
的这款双陀飞轮采用的同
轴和偏心两种结构，更是
世界首创。除了工艺上的
登峰造极，这款手表的视
觉效果也颇为夺目，表盘
被设计成令人惊艳的镂空
雕刻艺术，把双陀飞轮的
旋转机构“表”露无遗，令
人惊艳。

作为国货的代表，海
鸥表的品牌诉求，就是要
展示我国经典国货的傲人
力量。与之前只针对中低
端消费者的某些传统国货
不同，“我有一颗中国心”，
既是海鸥表所引以为豪的
与人比肩的技术力量，更
是提升国货档次水准的自
我追求。在如今整个手表
市场为国外品牌充斥占据
之际，选择海鸥表的高端
表款，也应该代表着一种
稀有的选择和高尚的品
位。或许，这才是海鸥表
立志要奋斗的目标。

作为一名资深表友，
王兆泉个人还收藏有多枚
腕表，我们还见到了天津
手表厂各个阶段的国货手
表，有中国第一只手表，

“五一”牌手。表的表盘和
表壳已然发黄，传递着岁
月的积淀和沧桑；还有一
只东风表的表盘上镌刻着

“为人民服务”，背部还刻
有毛体的“东风压倒西风”
的字样；王兆泉还收藏有
中国第一只符合国际标准
的女表。由于独特的历史
和题材，这些国货手表在
收藏市场上已经相当的珍
贵。

手表是时间的艺术。
相信海鸥表会做得更好。

(张锐）

海鸥表：我有一颗中国心
——访海鸥表区域业务部部长王兆泉

1月11日，安利旗下世
界五大高端美容护肤品牌
之一ARTISTRY雅姿在郑
州希尔顿酒店举行彩妆新
品品鉴会，让消费者更直观
地感受到雅姿彩妆新品的
炫彩魅力。

品鉴会上，亚洲彩妆王
子喻俊亲临现场,为大家讲
解了2017年潮流资讯并亲
自示范如何用雅姿彩妆产
品打造至IN完美妆容，让现
场观众第一时间解读专业
彩妆技巧，并现场演示两款
节日妆容：冷艳烟熏与璀璨
迷人。充分展示女性的独
特魅力，受到现场女性的认

可和掌声。
多年来，雅姿一直秉承

着“Forward Beauty 超越
之美”“每个女人都是独一无
二的艺术品”的品牌理念，为
全球万千女性注入优雅与时
尚活力。雅姿科技顾问委员
会网罗全球皮肤科技顶尖研
究专家，与900多位科学家
及专家为品牌全球研发和质
检保驾护航，确保雅姿产品
的卓越品质。雅姿相信：世
界永远年轻，而我们终将老
去。所以，现在的你，无论是
优雅精致，还是率性随意，都
应该要开始好好装扮自
己。 (赵钰）

中原珠宝城，于2011年12月10日正式开
业。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大代表、董事长马
忠的推动、带领下，历经5年多的精耕砥砺，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中原乃至中西部
地区，最有影响的专业黄金珠宝批发市场之一。

中原珠宝城共设3个楼层，总面积约12000
平方米，是集黄金、铂金、白银、K金、镶嵌、翡翠、
白玉、钻石、彩宝、水晶、琥珀、砗磲等珠宝的批
发、零售以及首饰包装、柜台设计、珠宝灯光、珠
宝展具、珠宝检测、品牌加盟为一体的珠宝批发
专业市场。现聚集了90多个知名珠宝品牌，其
中不乏国内极具影响力重磅品牌：中国黄金，中
国在世界黄金协会的唯一会员单位，全国销售
第一。周大生，是国内特别是河南最具影响力
的珠宝品牌之一，其销售额在全国各省份中位
居第一。益金翡翠，中国最大的翡翠生产、批发

商。明牌珠宝，全球最大铂金首饰生产商与第
一零售商。同时，珠宝商经营及开店所需的首
饰包装、柜台设计、珠宝灯光、珠宝展具等均能
在中原珠宝城找到，可充分满足各地珠宝批发
商一站式购齐的需求。

中原珠宝城重视文化建设的力度，不仅从
传统珠宝文化上进行挖掘传承，而且扩展到商
业文化、社区文化、娱乐文化等，坚持“打造平
台、创建舞台、塑造品牌”的经营理念，不断地
升级改造中原珠宝城的硬件环境和设施，为入
驻的品牌商户提供最佳的经营环境和最全面
的服务。为其业务的开展提供最大的便利，为
其利益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提供最坚实的保障，
为其品牌推广提供各种支持，逐步形成了区域
内规模化的珠宝品牌推广中心和大品牌的集
聚地。

ARTISTRY雅姿彩妆新品上市

中原珠宝城

1 月 10 日，英伦豪华
SUV制造商路虎，携手拥有
逾 150 周年制表历史的
ZENITH真力时共探跨界
巅峰，于北京今格艺术中心
实现一场传奇与传奇之间
的 碰 撞 ，隆 重 发 布 EL
PRIMERO 旗舰系列路虎
揽胜特别版。在当晚的发
布酒会上，路虎与真力时正
式缔结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并揭幕由中国艺术家陈彧
君为此传奇合作所创作的
先锋艺术作品。

在这场摩登精致的爵
士之夜中，路虎揽胜与真力
时如同两颗闪耀的明星，共
叙传奇永恒的无穷魅力。
全新表款在路虎揽胜崭新
车型的映衬下演绎时间的
故事，随着复古名伶展现美
轮美奂的腕间臻品，真力时
专业制表名匠也在现场带
来呈现机芯组装的精湛工
艺，两者均秉承独创设计，
胸怀开拓进取精神，勇于探
索新境界，双双赢得了传奇
性地位。 (赵钰）

宝格丽香氛礼迎新春

红色，与太阳相呼应，代表着古老的力量，
是张灯结彩的新年里热情洋溢的颜色，也是人
们不可替代的情思与寄托。Eau Parfumée
au thé rouge宝格丽茗红中性古龙水以耀
眼的红色唤醒勃勃生机，开启新一年的美好旅
程。源自南非红灌木的浓郁芬芳，仿佛落日余
晖洒满居室，氤氲着阳光般的香韵，注入充沛
活力，愉悦欢畅的气息层层弥漫开来，为佳节
团聚时刻更添温馨。

真力时与路虎携手正式发布全新表款

新春伊始，阳光一扫旧岁浮尘，那一抹金色
的温煦和暖便是崭新的、最美好的馈赠。Gold-
ea宝格丽金漾女士香水自世界历史和文化中汲
取灵感，借融入瓶身设计的太阳和宝格丽Ser-
penti灵蛇图腾的强大力量以及堪比贵重黄金的
诱人芬芳，再现黄金女神的永恒魅力。Goldea
宝格丽金漾女士香水魅惑而精致，闪耀着温暖明
亮的光芒，萦绕香伴着每一位女性，迎接璀璨的
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