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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中:河南日报助推河南珠宝行业健
康发展

尽管这两年，我国的珠宝行业在经历了
将近2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步入了一个增幅
相对缓慢的行业调整期。但是，我们也要看
到，在产品同质化严重、差异化缺乏的当下，
还是有着许多优秀的珠宝品牌，在产品原创、
新品系列研发、聚焦放大单品、下沉销售渠道
上，做出了自己积极的努力，也收获了丰硕的
果实。这次推选活动有着几百万的参与量，
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自己生活
品质越来越关注。河南日报的影响力、发行
量，在全国省级党报位居前茅，希望可以通过
我们的渠道、方式来协助我省的珠宝行业更
好地向前发展。

刘长秀:电商发展迅猛，要创新思维
河南日报“3·15”诚信总推榜在河南珠宝

行业的影响力也很大。近期有两个信息透露
给大家：1.玉料将会涨价。2.南阳镇平等县域
市场电商发展得很迅猛，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下，转型很快，近两年市场形势不好，但是大家
要有信心，大家思维理念上要创新，老模式老形
式会被淘汰。市场也在分化，机制的产品，降低
了加工成本，只要设计理念新就可以打动普通
消费者，真正的大师级作品也有很好的销路。

张杰:要聚焦市场、聚焦竞争力
怎样才算得上最具竞争力品牌？我认为

要具备三个精神：第一，创新的精神，包括品
牌、品牌意识、品牌传播、品牌营销、渠道、整个
内部经营团队等多方面的创新。第二，要聚焦
市场、聚焦竞争力，比如慕光珠宝就聚焦农村
市场，竞争力则要从产品、品牌元素来找到点
深挖。不要横向延伸，是纵向延伸，把品牌、专
业拔高，深挖顾客和市场。第三，整合。我们
现在处在多元市场，需要不同资源结合，才能
把竞争力做起来。做品牌媒体是最关键的要
素，离开推广不能叫品牌，只能叫名字，如果做
高端品牌推广，河南日报就是很有效的资源。

李杰石:行业、媒体牵头，挖掘真正的“豫
商”精神

首先感谢河南日报多年来开辟珠宝版，
及时反映我们从业人员的心声。几点希望：1.
协会牵头、河南日报整合，传递豫商珠宝文
化，走入企业、走入终端，把我们行业的动向
及时反馈给政府管理部门；2.协会、媒体起到
净化市场的作用，引领这个行业正向发展，确
立河南珠宝行业行为规范，“商有商德”，明确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挖掘真正的“豫商”精神。3.搭建平台，多组织
一些深入的行业沟通、协作活动，媒体实际上
也是个平台，我们这些企业在唱戏，唱得好了
更好，唱不好协会、媒体来引导。

李治国:“抱团+”策略，借别人的老母鸡
下我们的蛋

感谢河南日报每年还记得我们大家。感
谢河南日报对我们珠宝行业的鼓与呼。我们
每个企业面临的问题都是：客户开发难，客户
维护难，销售难。所以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尝
试：1.双 11“抱团打群价”，联合了6个行业11
个企业，在双 11天猫电商的背景下，销售同
比提升了73.5%，整个实体行业非常少见，究
其原因就是将资源进行了很好的整合。2.“百
企抱团”，1个星期组织100个企业抱团共倡

“11·22中国诚信日”，0投入但拿到了很好的
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宣传资源，对销售提升
很大。传统做法提升20%、30%的销量很难
了，所以升级商业模式或者经营思路，必须通
过借别人的鸡下自己的蛋。

张建峰：让每一款珠宝都能表达个性
了解市场、产品多样是珠宝企业的目标，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更多的推广、创
新，在珠宝工艺上要增加更多的时尚、情感元
素，产品能够更生动，更加贴近消费者生活。
今年我们得到迪士尼授权，生产系列产品，为
此我们针对消费者爱好进行了市场调研，让
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在迪士尼各个时代
不同元素、不同人物背景的上千个设计款式

中，找到各自的影子。

林玉宣:共同发起一个属于河南消费者
的珠宝购物节

首先我们通过活动做品牌定位，除了每
年的店庆日活动，还有每年10月 10日“我是
有乾人”粉丝节及年底的“回家过年乾昌珠
宝”，通过这些活动拉近消费者跟品牌之间的
距离。其次在产品设计上，针对80后、90后
的消费主力一直在推行的心动系列：心动钥
匙、皇冠、天生一对，包括去年年底与芭莎杂
志进行工艺新设计的合作，有 66位明星参
与。去年“乾昌珠宝”还荣获《人民日报》“中
国自主品牌 100佳”荣誉称号。我们希望发
起一个河南消费者的珠宝购物节，所有的商
家就同一个主题营造一个氛围，搞一个珠宝
节，做一个珠宝消费的“引爆点”。

刘宏:市场不好的时候，也是大浪淘沙的
时候

都说整个市场经济下行、门店生意不好
做，其实在经济出现拐点的时候，企业面临的
是一个“变与不变、动与不动”的问题。“未来已
来”，十多年前珠宝品牌非常多，但现在许多都消
失了。变不能乱变，有些东西没有坚持导致一个
企业的消失。变，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变。
针对现状，周大生充满信心，经销商冲劲很足，
中国经济出现拐点的时候，都会经历阵痛期，
未来这个市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家
都认为市场不好的时候，也是大浪淘沙的时
候，行动起来就能将故步自封的人淘汰，也希
望媒体多传递一些市场正能量的信息。

徐长雷：秉承“真诚·永恒”的核心价值
自 1929 年创立以来，周大福已拥有 88

年历史，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真诚·永恒”的核
心价值，以产品设计、质量及价值为宗旨，
2011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核心业
务生产销售主流珠宝首饰，2014年收购了奢
华品牌Hearts On Fire，进一步巩固了行业
地位。目前开设了2290家周大福及HOF店
铺，遍布全球近500个城市。我们作为88年
历史的珠宝品牌，在销售珠宝产品的同时更
加注重用户服务，提升消费者的个人体验，使
消费者可以切身体会到周大福的发展之道。
近年来，更成功拓展了电子商务网络，通过自
营周大福网络旗舰店及与多个网购平台开设
周大福网店，线上线下互动，带动实体店关联
效应，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消费方式。

赵宏娟:如何辨别真假、进行量产是玉器
行业面临的难题

玉器行业与金银行业不同，它是不能量
产的。玉器原材料在涨，工人工资在涨，但是
市场价格没有涨，为什么没有涨？主要是没
有统一的价格标准，同时消费者很怕买到假
东西。希望河南日报在玉文化宣传上能够多
多支持，通过宣传渠道让大家买到真东西。
在大众消费层面，如何通过工艺、技术、渠道
的改进，突破玉器量产的难题，让大家买到质
优价廉的玉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我
们正和河南博物院以文物为基础开发产品。
而针对高端市场，大师一年的精品有可能只
有一件、两件，如何建立一个平台，从原材料
选材、设计、制作到销售、定价、收藏环节透明
化，大家全程参与、共同关注。

张呈：市场指向非常明确，就是人口众多
的城镇市场

慕光目前的市场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做中
国众多人口的城镇市场，国家正在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城镇市场的业态越来越好，未来前
途非常辽阔。慕光珠宝有三个板块有待加强，
一是内部的运营系统，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
公司内部运营系统增加了4个中心、11个部
门。二是从河南三年的本土运作成功走到省
外，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内蒙古等地。三是
品牌有两个方面加强，第一对VI、SI全面进行
设计，包括请台湾设计大师林弘裕作为公司设
计师。在原有的设计师团队中衍生6位设计
师，开发出第一套桃花系列产品；第二是运营
商和团队经理，今年将会对他们给予重奖。

王洪星:进行全面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分
析，做好加减法

面对当前形势，我觉得大家应静下心来，
结合公司战略目标与经营管理现状，以价值创
造为核心，进行全面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分析，
做好加减法。减是减负担，减去不创造价值的
人员、不创造价值的业务以及不创造价值的产
品等。加是加杠杆，一是价格杠杆，尤其是黄
金类低利润产品，价格杠杆对利润的撬动作用
十分明显，但提高价格又需要产品力、品牌力
及传播力来支撑，所以我们必须把产品做好，
全面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设计、创意、工艺等，同
时还要提升品牌力与传播力，你真的好，还要
有人说你好，关键是说你好的人也要好，也就
是说要有像河南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背书；二
是业务杠杆，在毛利较高且资金充足的情况
下，主要发力渠道与客户开发；三是财务杠杆，
在毛利较高但资金不足时重点解决融资问题。

张秀梅:引导消费从高大上到走入平常百
姓家

与大家的销售状况不同，中原珠宝城集合
了多个商家和品牌，所以我们工作的重点在于
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比如以前大家觉得珠宝
很贵重高大上，可能一件就行了，其实现在已经
走入平常百姓家，把它当成饰品推广宣传，这样
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可以拥有。第二，产品线上
线下经营，电商对我们实体店冲击比较大，但是
像文玩类的，设计、编织这些服务电商就没有办
法做到，所以鼓励商户有条件可以开网店，但是
引导消费者到线下实体店进行体验。这是增加
消费者的消费信息。最后我们对场地经营商铺
也进行整合，让市场更加健康。对接下来的珠
宝行业趋势，我们充满信心。

樊正进：激情、爆发式的消费已经过去，要
转换心态

2015年以前珠宝行业经历了十年高速发
展，2015年以后进入大家所认为的低潮期，很
多人一时转换不过来，经过两三年自己再回
味，以前是激情、爆发式的消费，今后是将进入
一个新常态的阶段，以前的那种增长速度是不
会再有的，要转换心态。大唐通宝珠宝品牌自
成立以来致力于中华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
海外华人常以“唐人”自称，为彰显中国盛唐之
风韵，故命名为“大唐通宝”。在大唐通宝所有
系列的玉石产品上，也能看到独有的激光玉石
logo品牌印记。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玉石行业
印记的雕刻方式，更是大唐通宝提升，防伪标
识及质量和信誉的保证。

兀爱梅:不管环境怎么变，诚信服务始终
是根本

瑞奥地矿珠宝1994年成立，24年的经营
之路，我们深切感受到诚信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力。我们有专门的研究所、珠宝检测中心，因
为在珠宝行业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实力。经营
方面，我们与深圳名牌厂家建立战略同盟，和
他们共同开发一些新款式、原创款式，紧跟国
际国内时尚潮流。面对电商的冲击，我们自己
的微信平台，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依然要
抓住诚信服务这个根本，专卖店的服务优势，
是互联网不能取代的。

李春玲：黄金金融属性凸显，捍卫国家金
融安全责无旁贷

今年我们在河南目前筹备了 5个中国黄
金珠宝城，营业面积都在 500平方米以上，会
在6月份左右全部开业。从质量的提升，我们
肩负着央企的责任，要用更专业的匠人精神打
造“中国质量”。此外据我们统计，2016年黄
金的投资需求是 2000年的 4倍，黄金的金融
属性更加凸显，黄金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意义更
加凸显。中国黄金作为黄金行业的唯一央企，
我们有责任捍卫国家的金融安全，为老百姓谋
福祉，让投资者得到回报，让黄金成为中国人
民幸福生活的守护者，为河南消费者提供更多
更优质的黄金投资保障和服务。

冯琼:品牌资源的整合最终要线下线上一
体化

我们关注的一是销售，二是产品。目前销

售需要一个整合的契机，相对品牌发展更需
要平台和推广，品牌资源整合最终要线下线
上一体化，面对电商的冲击，我个人建议客
户通过手机买到的只是条码、购买信息，还
要再到柜台上面选，这样就把线上客户拉到
线下。针对区域销售要接近现有消费者的
消费心态和习惯，产品要走差异化路线，无
论材质、设计理念都要体现差异化，例如百
泰首饰新推出的喜福品牌，作为黄金协会全
球高端婚庆品牌，一直打造全球华人结婚金
饰品牌，每款产品都申请国家专利。

苏钢:下一步重点拓展国际市场
同为上市公司，六福珠宝比周大福相对

来说年轻一些，六福珠宝集团主要从事各类
黄铂金首饰，珠宝首饰产品批发、采购、商标
授权，集团在全球有 1500家六福珠宝专卖
店，足迹像周大福一样遍及了中国内地、香
港、澳门和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美国、加
拿大、澳洲。展望未来，六福珠宝下一步重
点在于继续拓展国际市场，集团会继续于世
界各地积极开拓更多销售点，务求为全球更
多顾客带来最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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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春好处 珠宝扮美人生路
——河南省珠宝行业更具竞争力品牌推选活动圆满收官

尽管春分已过，但春暖乍寒让这几日的郑州又有了一些冬

的寒意，然而，3 月 22 日下午，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河

南省珠宝行业更具竞争力品牌颁奖座谈会”的会场上，却是暖

意融融。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河南珠宝玉石首饰行

业协会会长刘长秀、河南日报专刊处副处长李杰、中原珠宝创

新设计院院长张杰，以及河南市场上著名的珠宝品牌——周大

福、梦祥银、金鑫珠宝、中国黄金、百泰首饰、中国珠宝、金美福

珠宝、乾昌珠宝、周大生、慕光珠宝、铭心珠宝、六福珠宝、瑞奥

地矿珠宝、聚宝楼、大唐通宝、中原珠宝城等品牌的相关负责

人，悉数出席座谈会并踊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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