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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一直发展迅速的我国珠宝行业，近两
年整体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在数年的
降速发展后，一些珠宝企业和珠宝品牌，
无法承受销售低迷所带来的企业亏损，逐
渐地退出了珠宝行业。更多存活下来的
珠宝品牌，则为了应对市场变化，快速地
进入了行业细分的阶段。市场的蛋糕被
切成小块，越做越细，越做越精。

聚品牌合力：中原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

在中原稳步发展了 21 年的铭心集
团，也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别人的发展道
路。建设全产业链珠宝品牌、搭建经营珠
宝交易平台、倾力开发珠宝产业园。铭心
集团，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广大
珠宝企业和品牌建立了一片温暖的避风
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珠宝生态圈，并助
力中原珠宝行业在集聚品牌合力、重塑产
业形态上不断突破。

2016年10月，随着“中原黄金珠宝文
化产业园”的盛大开盘，天地之中的郑州，
再一次进入全国珠宝企业的视线聚焦
圈。郑州的区位、交通、资源、劳务优势，
让郑州成为发展黄金珠宝产业的绝佳之
地。产业园的兴建更是顺应了政府发展
规划、企业转型需求，以及市场发展的趋
势，成为黄金珠宝产业的“特区”，为众多
企业突破发展瓶颈，铺平了道路。

中原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集结内地

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南阳独有的玉石矿
产、新密等地的金属矿产等为企业解决资
源的成本问题；中原地区亿万消费市场，
自贸区的成立更将带来庞大的消费能力、
数以百万的普工及熟练技术工人等为企
业解决人力资源的成本问题，让企业不再
出现“用工荒、用工难”。

中原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首创“电
商+展示+生产”结合运营模式，商务办公
区电商及办公、商业底座区批发展示、标
准厂房区生产加工，打造“产销展网”四位
一体的新型黄金珠宝企业经营模式。首
创“10+4+3”服务模式，将十大产业园服
务平台与四大数据支持平台、三大企业落
地平台结合起来，为瓶颈企业真正提供最
贴心、舒适、便捷的服务。首创黄金珠宝

“产业链”，打造一站式黄金珠宝商品集散
基地，为瓶颈企业提供全程服务。

多品牌互补：金多银多珠宝广场

铭心集团旗下的铭心珠宝，于 2014
年落成开幕的郑州旗舰展厅更称得上是
国内最大的单体珠宝展厅之一（即一个展
厅仅展示销售一个公司品牌），真正实现
了多品牌互补、资源共享。

在 2014年，为了配合郑州市管城区
委、区政府将黄金珠宝产业作为区支柱产
业、建设“黄金十字街”的规划，铭心集团
厚积薄发，总投资10.6亿元，整合了紫荆
山路东大街 4层 2万平方米优势渠道资
源。以完备的设施、合理的布局、先进的

理念，着力打造星级综合服务性的“黄金
珠宝交易展示中心”——金多银多珠宝广
场，该广场目前入驻了百余家珠宝商户，
生意兴隆，为铭心集团增加了多品牌互补
的基因。

2015年6月，金多银多珠宝广场一经
揭幕试营业，就以其“紫荆山路东大街标
志性建筑”为人们所熟知。如今，经过了
近两年的市场检验，该广场更是以优质的
珠宝饰品、贴心的服务、成功的销售等，成
为郑州乃至河南省最优秀的黄金珠宝批
零集散地之一。

金多银多珠宝广场目前在零售上，可
以覆盖全郑州，批发覆盖河南及周边省
市，甚至是发往全国。经济效益可观，预
计年交易额过百亿，是我国中部地区规模
大、品类全、价格优的代表性黄金珠宝交
易市场。

去环节化：消费领域新课题

多年来，黄金珠宝行业都是以一种固
定的产业链条路径发展——从深圳的生
产批发到省内二批市场，以及更细分的市
批甚至县批等，环节繁复，利润层层叠加，
却也层层分薄。而为各层环节买单的，正
是终端消费者。

而且，传统的黄金珠宝行业都是采用
“以产定销”的模式，对零售终端消费者的
需求把握不足。消费者往往都是一种“被
满足”的“愉悦感”，其真实的需求数据囿
于烦冗的利益环节而难以快速反应到上

游生产环节，使得行业内供需错配的问题
在行业“新常态”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铭心集团所创造的，正是一个“去环
节化、信息有效直达”的黄金珠宝销售生
态链。同样的，还用完善创新的研发设计
生产平台、集合优势的多品牌互补批发及
终端销售平台，以及铭心珠宝这一核心品
牌的销售、展示平台，从而构筑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珠宝生态圈，为中原珠宝产业的
腾飞夯实坚实的基础。

集聚品牌合力 重塑产业形态
——铭心集团发展纪实

韩伟，美食圈杂志的出品
人，《带好胃口去旅行》《厨房大
叔环球美食搜鲜记》《环游世界
86天》《环球 86天美食游记》系
列丛书的作者，搜狐自媒体人，
身边许多熟悉的朋友都亲切地
叫他“厨房大叔”。

鸭舌帽，立领 POLO衫，一
脸微笑。韩伟的样子，就和他博
客里十年没换过的头像一模一
样。这位活跃于博客、微博、朋
友圈等社交领域的时尚达人，于
2015 年年初完成了一趟 86 天

环游世界的美食之旅，紧接着在
去年年底，韩伟又带着小名为猪
仔的儿子，乘坐歌诗达大西洋号
邮轮，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环
游了南太平洋。

原本学医的韩伟，早已把自
己的专业抛到了九霄云外，之后

“花心”的他干了许多事：组乐
队、酒店高管、地产策划、进口食
材供应商……世间之事，就是如
此奇妙之极，连韩伟自己都没想
到，他会因为写美食博客这件事
儿，在别人的眼中成了一个有常
性的人。

10 年前，韩伟写了第一篇
博客，从此一发不可收。连当年
的“博客女王”徐静蕾都淡出江
湖，在微博界隐姓埋名，偶尔才
冒泡。他，却一篇一篇，写到如
今。2000多篇博文记载了韩伟
这10年来的美食历程。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美食圈》丝毫没有放松，更是第
一时间顺应潮流，开辟旗下新媒
体平台我爱美食圈。同时还用
心推出了一个专注美食项目孵
化平台。这个全新的开始，也让
他成为新媒体垂直领域里的又
一典范。

作为一个职业美食家，韩伟
不论走到哪里，他必然一头扎入
市集，像一个食品检验员一样去
审视各地的食材，还真有不少结
论。“你看现在全球都可以同时流
行一首歌、一部电影，可美食是目
前唯一存在文化差异的载体。”

韩伟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
结论就是：“美食最能体现地域
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
城市街景都一样了，城市味道是
不一样的。”

在86天的环球旅行的大船
上，韩伟会用火锅料煮面条吃。
而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河南，韩
伟更是有些迫不及待地去寻找

“家乡的味道”——烩面。
韩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

所未有高速发展的时代，世界那
么大，美食那么多，交通这么便
利，一定要多出去看看，如果你没
时间走出去或想念哪个地方的味
道了，也不需要长途跋涉，在这个
城市就可以有不同的美食体验。
因为，他的梦想已不仅是跑到哪
里去吃什么，而是把那些有特色
的美食带回来，变成一个个不同
品类的餐厅。这就是我现在和未
来要做的事情。

(瓦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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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诗丹顿宣布，任
命 陶 睿 思 (Juan Carlos
Torres)先生为非执行主席，
陆意斯 (Louis Ferla)先生
将接任行政总裁。新任命将
于 2017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
效。

陶睿思先生于 1981 年
加入江诗丹顿，并从2005年
起 担 任 品 牌 行 政 总 裁 。
2017年3月31日，他将退出
运营管理层，留任非执行主
席职位。

历峰集团执行主席约
翰·鲁 伯 特 (Johann Ru-
pert)先生表示：“自历峰集
团收购江诗丹顿以来，陶睿
思先生就一直是品牌的中坚
引导力量。在他的带领下，
江诗丹顿取得了显著的发
展。感谢他在江诗丹顿品牌
长久且成功的职业生涯中付
出的努力。”

陆意斯先生（现任品牌
全球销售与市场董事经理）
将于 2017 年 4 月 1 日接任
江诗丹顿行政总裁。他表

示：“自1775年创立以来，江
诗丹顿的精湛制表技艺代代
相传，我非常荣幸能够带领
江诗丹顿延续其辉煌成就。
通过与陶睿思先生协作过
渡，我们将始终坚守驱动品
牌不断发展的卓越精神。”

江诗丹顿于 1755 年创
立于日内瓦，是世界上历史
最为悠久且从未中断过生产
的钟表制造商。260 多年
来，其生产的每一款腕表都
体现了江诗丹顿对卓越的追
求及其所珍视的价值观，忠
实承袭品牌独一无二的精湛
专业技艺和创造力。（赵钰）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
艺术巨匠列奥纳多·达·文
西倾其一生破解科学和美
学的密码，以其独特的想象
力解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而“达文西密码”也成为人
们心中纯粹之美的代名
词。受其开创精神所启发，
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
IWC万国表推出达文西系
列，在方寸之间呈现美学与
数学的和谐平衡。世界小
姐张梓琳正是这一达文西
精神的完美诠释者，她佩戴
全新 IWC万国表达文西月
相自动腕表 36，解码时间
之美。

半个多世纪以来，IWC
万国表达文西的追随者们
从未停止对美的追求与创
造，他们天赋勇气，从容自
信，在岁月的历练中解开各
自人生的“达文西密码”。

温婉大气的张梓琳正是这
一精神的完美诠释者。在
IWC万国表达文西系列腕
表大片的拍摄镜头前，这位
曾以颀长身材进入人们视
线的世界小姐，如今焕发出
由内而外的成熟魅力，向世
人解读她的人生密码。

有着体育训练生背景
的张梓琳从八岁开始接受
田径训练，天赋与勤奋造就
了她完美的体型和利落的
性格。此后的漫长时光中，
她做模特、当选首位华人世
界小姐、涉足影视演出、为
人妻，又在不久前新晋人
母，朝着“完美人生”的前景
一路奔去。而这一切在张
梓琳看来，都是源于自在与
爱——不为荣耀束缚，去大
胆探寻生活中的无限乐趣
和真爱——这正是她的“达
文西密码”。 （赵钰）

近日，意大利著名的国
际性高端眼镜设计、生产和
经 销 商 —— 霞 飞 诺 集 团
（Safilo）在上海浦东嘉里大
酒店设立专场展览，携旗下
自有品牌以及授权品牌带来
2017春夏眼镜系列新品。

在本次展会上，霞飞诺
全方位展示了旗下近14个
自有及授权品牌。Carre-
ra、Polaroid、Dior、Dior
Homme、 Fendi、 Boss、
Boss Orange、Céline、
Jimmy Choo、 kate
spade new york、Marc
Jacobs、MaxMara、Tom-
my Hilfiger、Givenchy
等纷纷惊艳亮相，将集团
80 载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的品牌故事通过眼镜的光
影精彩呈现。

作为全球久负盛名的
眼镜设计、生产和经销商，
霞飞诺精湛的意大利手工
技艺可追溯至1878年。其
凭借着深厚的品牌底蕴，将
卓越的设计理念通过优秀
的产品传达给消费者。霞
飞诺拥有无与伦比的产品
创意、卓越的制造工艺以及
高质量的营销渠道，其销售
网络遍及全球 39个国家。
对于参与本届中国国际眼
镜业展览会，霞飞诺旨在进
一步强化与中国乃至亚洲
消费者的伙伴关系，同时吸
引更广阔的新兴消费人群。

（赵钰）

江诗丹顿任命新总裁

霞飞诺举办春夏眼镜汇展

张梓琳,解码时间之美

“十三五”河南珠宝行业
更具竞争力品牌推选活动开启

“不忘初心 方得匠心”，为了推动河南珠宝行业蓬勃健康的发展，我

报特举办“十三五”河南珠宝行业更具竞争力品牌和受公众喜爱的十大

匠心产品推选活动。以期达到在主流权威媒体上，对知名珠宝品牌的充

分肯定和大力弘扬的宣传目标，从而更好地引导消费者，发现自己身边

珠宝品牌的魅力与价值（扫描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

老 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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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黄金珠宝文化产业园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