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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6月 7日，是乾昌珠宝品牌的诞生日。
乾昌珠宝，始于1989年。现已发展成为一
家集设计、生产、批发、零售、连锁加盟于一
体的大型珠宝企业。在中原的珠宝圈当中，
乾昌珠宝品牌名头甚响。无论是在品牌的
美誉度还是在终端零售，乾昌珠宝都收获了
很好的口碑，占有了较多的市场份额，消费
者对于乾昌品牌也非常认可和喜爱。

创新产品迎合消费需求

近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珠宝市场的
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乾昌珠宝从战略角
度对品牌的内涵和核心价值进行调整升
级。满足现在消费者对“独特设计、时尚概
念、个性内涵、真挚情感、惊喜礼物和心跳
分享”的珠宝消费体验。

乾昌珠宝认为，当今消费者对珠宝产
品的诉求，已经从单一的时尚化装饰，逐渐
变为希望通过珠宝首饰作为载体，来传递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乾昌珠宝在认真做产
品的过程中找到了消费者的关注点，并以
此作为品牌的核心价值，以“心动”为关键
词，以“心动”为主线，为品牌注入新的理
念，推崇以独特的表现形式，送出不同的

“心动”礼物，让不同的人在收获时难忘这
一“心动”时刻。乾昌珠宝围绕“营造心动
时刻”这一文化理念，创造出一系列颇具新
意的品牌传播方法。

在产品细节处，乾昌珠宝采取缓缓开
合技术的心动礼盒，心动首饰盒一半供顾
客放入珠宝首饰，一半留白，让顾客根据
自己的心意放入不同意义的礼物。送给
妈妈的首饰盒中留白部分，可以放入幼年

时的母子合影；送给爱人的首饰盒中可以
是分居两地时的火车票，唤起彼此最美好
的记忆。

营造企业文化新符号

自品牌创立以来，乾昌珠宝深耕细作，
用品质和信誉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厚爱。
自2014年开始，乾昌珠宝推出了6·7乾昌
日，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品牌的“狂欢日”，
为众多消费者送上一年一度的超级福利。

今年是乾昌珠宝第四次打造6·7乾昌
日，同样的是与前三次一样，都是“有乾人”
的超级福利日。而不同的是此次乾昌日，

从广告宣传方面比前几次更为突出。为什
么在之前三次的乾昌日那么成功的前提
下，反而此次会增加更多的广告宣传呢？

乾昌珠宝的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以
往，我们更多的是单独的品牌广告，更多人
认识和了解的只是品牌的单方面曝光，对
品牌内涵和品牌的核心价值认识不够透
彻，为了解决这些痛点，我们只围绕6·7乾
昌日一个核心点——全城黄金免费以旧换
新进行宣传，通过核心点来定位与匹配消
费者。如果消费者有需求，自然会将目光
关注到品牌身上。所以，我们不仅在线下
寻找了很多宣传渠道，在线上，我们同样通
过新媒体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与感受

6·7乾昌日的氛围。
因为前三年的累积，了解乾昌珠宝品

牌的消费者都知道6月 7日是乾昌珠宝的
品牌日，但是因为活动力度大的原因，店
内人流量也十分巨大，导致很多顾客等待
的时间加长，影响消费者的体验，此次 6·
7乾昌日也将活动时间延长为6月 7日-6
月 9日，把更多的优惠、更多的礼品、更多
的惊喜带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尽享三天的

“黄金”购物时刻，实现了销量与口碑的双
增长。

品牌发展温暖相伴

在去年 10月举办的“我是有乾人”粉
丝聚会上，乾昌珠宝品牌的吉祥物——“乾
龙”也隆重推出。该吉祥物以可爱的中国
风卖萌龙宝宝造型亮相现场，收获了乾昌
珠宝粉丝们的一片尖叫。乾昌珠宝的负责
人表示，作为企业的又一文化符号，乾昌珠
宝粉丝节会坚持举办下去，并将邀请更多
的会员来一起参加这场盛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惊喜，让“有乾人”遍布世界各地。

6·7当天，忙碌严肃的办公室也增添
了愉悦温馨的气氛，公司为每位员工准备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在这份礼盒中，有一
份暖心的礼物，公司董事长林玉瑞先生为
每位员工写了一张“心动书签”，书签上表
达了董事长对每位员工的认知和鼓励，通
过这些细节来体现公司对员工的关爱，更
阐述了乾昌珠宝从上至下体现“营造心动
时刻”的核心价值！

每位家人在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脸上
都露出开心的笑容，这种开心不仅包含了
对过去、对现在乾昌珠宝的喜爱之情，同时
也包含了对于未来乾昌珠宝的更多想象。

心动时刻 尽在乾昌日
——乾昌珠宝6·7乾昌日侧记

他是第一个将时装表演引入中国的
人，第一个操办模特大赛的人，第一个在中
国提出商用模特概念的人，第一个做民营
模特、时尚公司的人。

纵横中国时尚行业多年，多年执掌中

国国际时装周总导演的经验，张舰已然成

为国内顶级秀场导演。经张舰团队一手

打造的时装秀，新意十足，场面大气，将品

牌服装的特点完美地与模特的演绎相结

合，使产品的语言最大化地表达，其导演

过的品牌朗姿、卡宾、七匹狼、爱登堡、爱

慕内衣等，都是知名品牌的时装秀。

曾一手培养了陈娟红、胡兵、胡东、郭

桦、春晓等超模的金牌制作人张舰，是中

国模特业的开创者。早年与人创业新丝

路，后独立门户，成立概念久芭模特经纪

公 司 ，一 直 是 模 特 行 业 的 领 军 人 物 。

2011年，在张舰努力下，促成旗下知名模

特行业品牌公司概念久芭和文化传媒行

业的龙头企业星美传媒结盟，成立了星美

概念公司，开创了模特行业与文化娱乐行

业的整合运营模式。

总导演张舰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中原国际时装周已经打造成中原

地区的时尚名片，而第三届中原国际时

装周将会注入更多新鲜的元素，汇聚国

际时尚大咖，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

震撼。”

在时装周中，模特、设计师、服装，这

些时装周发布秀不可缺少的元素都会一

一走到台前跟观众亮相，但多数人不清楚

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角色通常

居于幕后，操控着一场秀的点线面、甚至

能直接决定一场秀的好坏。

从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模特，到模

特分类越来越细致和商业，时尚产业越来

越完善和丰富，他始终站在中国时尚界的

最前沿。

生活中的张舰爱好音乐，也喜欢创作

音乐。而学习美术出身的他对艺术也有

自己独特的见解。艺术与时尚本是相通

的。

张舰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喜欢观

察、感受周遭的事物，就算从一座兴起的

建筑也能焕发出他无尽的灵感。阅读是

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儿，不断提高自己的

文化修养，了解全球最新的时尚资讯内

容，所有这些都是他“创意”的源泉。

越野是他的最爱，很难想象，一个看

起来斯斯文文的男人，内心却如此的激

情。他说，当奔驰在广阔的田野时，那是

他最为放松的时刻。

就是这个不断散发激情的男人，用创

意度量着自己的人生，也用创意令中国的

时尚闪耀出独特的光芒。 （赵钰）

——访2017中原国际时装周总导演张舰

瑞 士 先 锋 制 表 品 牌
TAG Heuer 泰格豪雅秉
承与生俱来的先锋精神一
直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卓越
优质的高端购物体验。在
精进研发产品的同时，泰格
豪雅也在不断开设全新店
铺，扩大泰格豪雅的辐射
力 ，将 品 牌 引 以 为 豪 的

“Dont Crack Under-
Pressure”（重压之下无惧
色）先锋精神传递给更多的
年轻一代。

近日，泰格豪雅郑州丹
尼斯大卫城专卖店盛大揭
幕。泰格豪雅大中华区总
经理潘锦基表示：泰格豪雅
与郑州一直有着很深的渊

源，去年我们在这里举办了
经典的泰格豪雅大挑战活
动，而今天我们迎来了更加
富有泰格豪雅品牌色彩与
先锋精神的丹尼斯大卫城
专卖店。我们期待通过全
新开设的专卖店为消费者
带来耳目一新的高端购买
体验。

同时出席开幕的泰格
豪雅品牌大使李易峰表示：

“希望借此分享泰格豪雅始
终伴随我迎接不同挑战的
心路历程，向更多的年轻人
传递泰格豪雅‘重压之下无
惧色’的品牌精神，激励大
家不断突破自我，勇敢追逐
梦想。” （张锐）

春生夏长，万物向荣。6月 8日下
午，6.18“全国百城千店 疯狂年中庆”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二七万达广场举行。

万达商管郑州区域总经理王金兵
表示，6.16-6.18 举办的“疯狂年中庆”
是万达商管风靡全国的大型购物狂欢
盛宴。此次活动是集团、品牌商户、合
作商家的最大资源，并联合发起的最大
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据介绍，6月 16日至 18日，年中庆
三天，二七万达将在内外场举行丰富多
彩的活动，并将覆盖到每一个营业时
段。中原万达广场本次年中庆活动，偶

像云集，堪称摇滚狂欢的偶像嘉年华，
明星歌手、摇滚乐队、DJ打碟，嗨爆年
中庆三天。更有高手云集的武林大会，
为观众献上功夫盛宴。武林对决搏击
大赛，百位搏击英雄，激烈对决。水枪
大战，比基尼美女带你激情一夏。

惠济万达广场邀请了郑州本地名
人毛子哥，及知名摇滚乐队陪你 high
翻啤酒音乐节。大人嗨的同时不能忘
了孩子，广场内放置了孩子们最爱的巨
型蓝色鲸鱼岛游乐园，不仅能在酷暑下
感受海洋的凉爽，还能和海洋动物零距
离接触。 （赵钰）

万达广场年中庆 狂欢72小时

泰格豪雅郑州大卫城店揭幕

时尚名片 我们打造

于 6 月 15 日 在 新 田
360广场开业的“断茶”，在
营业前后都广受关注。其
新奇的店面设计、有趣的茶
饮名称、提倡的生活理念，
无一不吸引着年轻人的注
意。无论是亲自排队体验
过，或是在朋友圈被刷屏，

“断茶”的火热程度在年轻
人中迅速蔓延。

“断茶”的名称源自当今
盛行的一种生活理念——断
舍离。为了倡导这一理念，

“断茶”采用了时下年轻人
颇为感兴趣的、一句句直指
人心的话语贴满店面，印在
杯口。

正是由于此番创新之
举，导致“断茶”成为郑州首
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红店，活
动反响热烈，现场队伍庞
大，消费者评价“断茶”：既
做到了创新，又传达了理
念，不止一杯茶这么简单。
面对“排队三小时，只为一
杯茶，是否值得”的疑问，现

场顾客表示：新潮、快时尚
的都市茶饮在郑州并不常
见，有一次这样有趣的体验
实属难得。

此次“断茶”登入新田
360广场，除了开辟属于郑
州自己的创新都市茶饮，更
多的是为了倡导“亲生活，
慢享受”的年轻生活理念，
给予正在崛起的年轻文化
一份尊重与传播。

“断茶”活动至 6月 25
日结束，其间欢迎广大消费
者前来体验。 （王婷）

“断茶”走进新田360广场

近日，故宫博物院携手尚美巴黎
CHAUMET，举办“尚之以琼华——
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于故
宫博物院午门展厅揭开帷幕。

见证中法友谊

该艺术展的举办是以展览的方

式致敬中法两国友谊。该想法源起
于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时任卢
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卢瓦耶特
（Henri Loyrette）来访中国。经过
多方的精心筹划，终于孕育出了这场
见证中法友谊的艺术盛宴。此次展
览由亨利·卢瓦耶特本人作为策展
人，主办双方为尚美巴黎 CHAU-
MET和故宫博物院，参展方包括法
国卢浮宫博物馆、枫丹白露宫、英国
国立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
世界著名文博机构。展览的名称“尚
之以琼华”取自《诗经·齐风》之《著》
篇，意为“以美玉点缀”，与此次展览
相得益彰。

古典珠宝艺术的中西对话

为完美呈献这一中法交流、艺文
共通的展览，含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全
球 17家顶级博物馆首度联袂助力，
奠定了该展独特的历史、艺术及文化
基调。展览共展出 300余件艺术杰
作，大量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
的尚美巴黎CHAUMET珍宝、绘画
以及各式艺术品贯穿其中，展现了拿
破仑一世、约瑟芬皇后，以及当时许
多欧洲君主的历史人物故事。重要

的展品包括：拿破仑登基的“加冕
之剑”、为玛丽-露易丝皇后设计的
麦穗冠冕，以及法国珠宝史上最具
代表性的冠冕作品——“波旁∙帕
尔玛”金钟花冠冕（是海德薇·德·
拉·罗什富科和西斯德·波旁—帕尔
马王子的结婚贺礼）。法国卢浮宫
博物馆、枫丹白露宫、英国国立维多
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均提供了古
典珠宝艺术珍藏。

巡展世界各地

尚美巴黎 CHAUMET 创立于
1780年，建立之后被拿破仑家族认
定为当时法国的御用品牌，深受当时
欧 洲 各 国 皇 室 喜 爱 。 尚 美 巴 黎
CHAUMET 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成
立历史传承部，按照博物馆架构建立
的独立部门，旨在保管和修复现有藏
品，回购其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秉承纯文化艺术交流的理念策划
举办各类相关题材展览等。此前已
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等30余座著名博物馆合
作举办过展览。

展览拟定于 2017年 7月 2日结
束。

“金钟花”冠冕，又名“波旁 -
帕尔玛”冠冕

拿破仑一世加冕之剑

尚之以琼华：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6月 23日上午 10时，在郑州市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10楼公开拍卖河南省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燃煤锅炉及配套
设施设备。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他事
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月 11日在其网站发布的《实物

资产转让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7]30
号），或登录其网站（http://www.zyc-
qjy.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07283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177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豫拍[2017]第044期（总1382期）

公 告
因公司发展需要，经河南省工商

管理局核准，原“河南大河全媒体广告
有限公司”名称，自 2017 年 5 月 3 日
起，变更登记为“河南大河全媒体广告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后，原“河南大河全媒体
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业务和债权债务，
自动变更为“河南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

有限公司”继续执行，业务主体和法律关
系不变，银行账号、纳税人识别号等保持
不变。公司对内对外文件、相关资料及
发票等项目，将统一使用“河南大河全媒
体广告集团有限公司”名称。

特此公告。
河南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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