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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我省的新密市，自古产密玉。在《山
海经》中，就曾有“黄帝密山探玉”的文字
记载。密玉，也与南阳独山玉、辽宁岫玉、
新疆和田玉一道，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

砥砺深耕 引领行业

河南聚宝楼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996年创办于新密市，是个专业制作玉
雕产品的企业。和其他玉雕生产企业不
同的是，聚宝楼在企业发展壮大的道路
上，一直以来，都离不开一个核心人物的
言传身教和心血汇集。在他的带领下，聚
宝楼也逐渐壮大成为一家集设计、制作、
经营于一体，具有艺术个性和创新思维的
综合型玉雕企业。

他就是领军中原玉雕行业、为推动密
玉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南聚宝楼
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设计师——赵
国安。

赵国安，1953 年生，河南新密人。
1975年，有着深厚绘画功底的他，被组织
上抽调到玉雕厂开始学习玉雕。最初的学
习生涯是艰苦的，所有的琢玉基础，手上的
功夫和作品的锤炼都包含了无数的辛勤劳
动和汗水。赵国安先后师从北京玉器厂王
容海、张世增、董文钟等玉雕大师，在多年
的学艺生涯里，他凭借扎实的雕刻技艺和
深厚的文化修养，巧妙地将南北派系玉器

制作风格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
格，尤其擅长利用各种玉料的俏色设计制
作。天生的悟性，加之刻苦，赵国安很快在
玉雕界崭露头角，作品不但让师傅们赞叹，
而且受到市场欢迎。几年后，他被调到新
密特种工艺厂担任总设计师。

赵国安把“北工”的厚重、质朴融入
“南工”的玲珑、细腻之中，让产品焕发出
独特的中原新风，大受业界欢迎。

认定了玉雕艺术创作之路，并且脚步
坚定，坚持走了下来的赵国安，也通过自
己的创作天赋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作品，在
我省和国内玉雕行业内，屡获殊荣。其玉
雕作品《吉祥如意洗》，还被教育部九年义
务教育美术教科书八年级下册收录。

2001年，赵国安获“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称号，2008年获“中国玉石雕刻大
师”称号，2012年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2016年获“中原大工匠”称号。

传承聚力 创新求变

“俏色”是玉雕工艺一种常用的手
法。奇特的玉料，更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造
化。

密玉比金刚石软，比独山玉硬，不易
碎而便于保存。从色泽上看，密玉有着

“五色石”的美称：以绿为贵，以白、红为
多，以黑、黄为稀。如何让一块多色密玉
原石成为一件震撼人心的玉雕精品，这不
仅需要攻玉人具备十分娴熟的雕刻技艺，
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独特构思、文化素养
以及审美注入作品里，让它具有灵魂。

赵国安对密玉情有独钟，他觉得只有
用道法自然的全神贯注去雕琢美玉，才能
将玉的灵魂凝聚在一起，创作出富有时代

性的艺术作品。他每天都要抽出三个小
时的时间，来构思作品、雕刻玉石。从而
让自己的艺术创作力，长盛不衰。

30多年来，在他的影响与推动下，密
山之玉，从寂寂无闻的小家碧玉，成为玉
石收藏界的掌上明珠。“北工”的质朴与

“南工”的细腻，在他的刀下巧妙地融为厚
重又不失含蓄的玉雕新风。对玉雕技艺
的精益求精，与毫无保留地向后来者的悉
心传授，让他成为中原玉雕界德艺双馨的
领军人物。

在赵国安领衔的河南聚宝楼玉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内，还拥有省级玉石雕刻大
师周春枝、翟亚磊、于振洋、侯鹏飞和河南
省玉雕竞赛冠军、省五一劳动能手黎晶、
马彩虹等一批中青年的玉雕人才。

聚宝楼团队以“志于道，据于德”为理
念，努力提升整体的艺术品位，特别注重
文化沉淀及自身艺术修养，以文化内涵引
领创作思路，在传承经典中求新求变，凭
借卓越的设计理念、精湛的雕琢技艺、充
沛的创作激情，赋予每一块玉石以灵魂，
充分展示他们各自蕴含的独特的自然美，
创作了一系列在玉雕界很有影响力的作
品，屡获大奖。

聚宝楼团队的作品，风格秀丽典雅，
玲珑剔透，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是玉雕师
们高超雕刻创作水平和深厚文化艺术底
蕴最好的展示，也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
品。“聚宝楼”品牌的玉器作品，先后获得
国家级特别金奖2件、金奖26件、银奖38
件和多项省级金奖的荣誉。

传承聚力 求变求新
——河南聚宝楼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侧记

创立梦祥品牌 ，为了什
么？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让每
个人在这个平台定下目标和理
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公司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领
导和团队，这也相当于一个家
庭，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你就
要能独立担当和支撑，要尽到
自己的职责。

梦祥这个品牌就是要让所
有员工幸福和谐，能够互相理
解别人的难处，并能学会换位
思考。

梦祥1000多名员工，都是
梦祥的家人，梦祥全国5000多
位加盟商，也是我们的家人。
前天，许昌的一个客户生病了，
需要做手术，我主动给客户打
电话问候，对方感到很意外，也
非常感动。其实我一直把客户
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是客
户在养活和支撑着梦祥的品牌
发展，客户和梦祥品牌是一体
的，我们一定要加倍服务好客
户，对我们的客户要耐心、细
心、服务周到。

创立梦祥，是要让身边的
人感到快乐。快乐不是一个人
的事情，它和身边的人息息相
关，身边的人快乐你才能快乐。

从个人到企业，从企业到国
家，道理都是一样的。家庭需要
我们个人的努力，国家需要我们
品牌的发展。所有购买梦祥品
牌的消费者，都是怀着一份寄托
和希望，怀着一份对亲人、朋友
的美好祝愿来购买的。

创立梦祥，是希望每个人
来到梦祥这个平台后，每天都
能进步。作为团队的领导，每
天要像阳光一样，能发光、发热，
也能带给别人温暖，有温暖，才
会有人追随你。为什么有些人
生意做得大？那是因为他心胸
大，能容纳别人，能给别人光
明。凡是能给别人光明的人，
都能用自己的光把团队照亮。

创立梦祥，就是要温暖身
边所有的人。

（作者系河南梦祥纯银制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治国，2009年入职金鑫珠宝，先后任
职企划营销总监、市场营运总监、金鑫珠宝
总经理，策划了在国内有影响力的“鸡蛋换
黄金”“黄金西瓜价”“七夕换老公”“抱团打
群价”等活动，2016年联合多家河南知名品
牌创立了抱团岛。

在金鑫珠宝的品牌发展史上，有三个
核心的企业文化。那就是，快乐文化，提升
员工活跃的工作氛围；PK文化，激励销售的
动力；标杆文化，提倡和尊重个人的价值。

李治国介绍，所谓的企业文化，其实就
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提
炼出的，适合自身情况的企业追求和发展
理念。金鑫珠宝会在核心工作的执行中，
把这三条企业文化给予具体的量化，落地

生根。核心员工财富梦想，挖掘深交粘黏
顾客，打造DNA产品与品牌机制，店铺开
发及运营机制，全年营销时间节点，合伙人
机制等，就是金鑫珠宝企业文化和品牌发
展的有效法宝。

李治国认为，品牌应该有更清晰的定
位，每个品牌都应有自己对应的群体。金
鑫珠宝一直努力实现着定位的差异化。其
一，针对品类，在年龄上进行细分；其二，针
对市场、消费习惯、年龄结构、业态等多样
变化，持续不断调整。

金鑫珠宝在今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活动中，举办“抱团打群假”，联合8大
企业，倡导企业的诚信经营，拒绝商业欺
诈。同时推出春风行动，免费为顾客提供

增值服务。
在 6月 18日，金鑫珠宝联合跨行业的

一些著名企业和品牌，举办了“抱团打群
价”的营销活动。再创金鑫珠宝销售历史
上的新高，销售同比提升了76.34%。赢得
了众多行业认可的“抱团岛”，也从过去的6
个行业11家企业，发展到现如今的20多个
行业，近70家企业。

金鑫珠宝用统一的联合推广，在自媒
体、新媒体、传统媒体的宣传上，体现各个商
家的品牌及活动；同时，还举办专场的销售
活动，比如钻石的品类节、节日的联动促销，
带着这些品牌一起做销售；另外，金鑫珠宝
还整合抱团的异业资源，为这些品牌提供了
优质的客户资源和销售资源。 （赵钰）

——访金鑫珠宝集团总经理李治国

创立梦祥为什么
□李杰石

日前，周生生“闪亮之旅”Infini Love Diamond“全爱
钻”全国巡展登陆郑州丹尼斯大卫城。

以闪亮之旅、精湛工艺、追求完美及匠心设计四大主题，
彰显了周生生一路走来永恒不变的赤诚匠心。展馆的设计
别出心裁，俯瞰之下宛若一颗巨型美钻，十分引人注目。而
细观展馆内部，四大主题区全方位为参观者解开 Infini
Love Diamond“全爱钻”的璀璨之谜。在领略精湛钻石工
艺的同时，参观者亦可通过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体验环节，探
索闪亮人生的旅程，感受崭新的闪亮之旅。

来宾们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钻石，更可以亲身试验，进
一步探究钻石毛胚如何转化为稀世美钻。全球仅有0.03%
的天然钻石才能成为Infini Love Diamond“全爱钻”，因而
更能直观感受 Infini Love Diamond“全爱钻”比一般钻石
更为闪耀的光芒。

周生生提高了现代钻石车工之父Marcel Tolkowsky
确立的国际标准，制定了更为严苛的“Supreme Ideal
Cut”，糅合光学和工艺知识，将钻石的璀璨“升华”至更高的
层次。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消费者对钻石的需求量也会逐
年上升。我国钻石消费市场的
前景还是相当广阔的。根据公
开资料显示，从去年12月底至
今年6月下旬，50分钻石涨幅达
49%，70分钻石涨幅约37%，而
克拉钻涨幅最为明显，上半年身
价甚至已飙升逾80%。

乘着这股东风，8月 12日
乾昌珠宝所有零售门店将举办

“克拉钻石巡展”活动，因为是

从国际钻石交易平台直接购进
钻石直达消费者手中，所以此
次克拉钻石最低仅需 19999
元。

据乾昌珠宝负责人透露，
此次除了推出百款克拉钻还有
众多新款钻戒，能够最大程度
满足消费者对钻石饰品的需
求，并与国际权威机构、国内专
业机构合作，为每款钻石出具
珠宝鉴定证书，保证高品质钻
石至臻至美。 （张锐）

日前，韩国ERASTE品牌
中国见面会，于省会郑州成功
举行。ERASTE 集团作为一
家多元化集团，以韩国丰富的
人文文化为背景，立足娱乐产
业，逐步向传媒、酒店、化妆品、
医美等多行业发展。同时深度
挖掘合作可行性，与中国多企
业建立了伙伴关系，秉承“合
作、双赢”的理念，致力于国际
化新常态下中韩两国在经贸与
文化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本次见面会是 ERASTE
品牌化妆品的首秀活动，化妆
品项目负责人曹炅澈详细地介
绍了本次发布的AP系列化妆
品。由于这是 ERASTE 品牌
发布的第一个系列产品，让更
多 的 人 可 以 使 用 、了 解

ERASTE的产品。AP系列是
Advanced Program for
Anti-pollution（高级防污染
方案）的缩写，是为了抵抗空气
污染而开发的系列化妆品，充
分诠释了科技改变美丽的魅
力。

韩国 ERASTE 集团会长
梁源锡在致辞中说：“我们乐此
不疲的致力于两国间的交流合
作，满怀希望，在河南落地生根
并拥抱未来。” （赵钰）

周生生开启全爱钻闪亮之旅

乾昌珠宝克拉钻巡展即将开启

ERASTE品牌举办中国见面会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8月 8日下午，林州市人民检察院派驻市公安局检察官办公
室揭牌仪式在该市公安局举行，河南省检察院侦监处处长乔志
华，安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常凤琳，侦监处处长尹国平，
林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宝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娟，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永奇，市政协副主席辛有录，林州市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树旗，市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局长赵峰等
出席揭牌仪式，同时受邀参加揭牌仪式的还有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律师代表、全市政法部门有关同志和部分检察干警、公安干
警。在揭牌仪式上，赵峰和李树旗分别就如何充分利用派驻检察
官办公室这一平台，加强合作、相互提升、共同维护公平正义作了
表态发言；王宝玉、常凤琳就开展派驻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重要
性、必要性及工作要求作了重点说明。随后，乔志华、常凤琳和王
宝玉、苏鸿娟共同揭牌。设立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官办公室是检察
机关积极构建良性互动检警关系的重要实践，标志着林州市检察
院进一步将法律监督和服务保障延伸到了执法办案第一线，对于
提高检警两家的执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维护林州市社会大局稳
定、促进司法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常晟 杨艳林）

构建良性互动检警关系

今年来，三门峡陕州区以“一基地一
大赛一栏目”为载体，助推廉政文化向纵深
发展。依托陕州地域特色民居地坑院，建
设“陕州清风苑”廉政教育基地，预计国庆
节前投入使用；联合中华文化促进会，举办

“清风陕州”全国剪纸艺术大赛，弘扬陕州

廉政剪纸传统文化，自 4 月 18 日开始以
来，已征集到来自海内外剪纸艺术家和剪
纸爱好者作品200余幅；以陕州历史文化
名人姚崇为题材拍摄《河南三门峡姚崇：以
不贪为宝 以廉慎为师》专题片，弘扬陕州
传统廉洁文化。 （赵峰）

许昌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切实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以

“严”和“实”的工作标准，为各项事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定期组织专题学
习，预防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
中的“庸、懒、散”问题，强化党性观念，确保

思想路线不动摇。设立廉政教育板块，在
办事处张贴主题鲜明的宣传格言和廉政名
言警句，既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又营造
浓厚廉政文化氛围，努力打造一支信念坚
定、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为政清
廉的干部队伍。 （杨旭辉） 今年来，漯河郾城联社将文明创建

工作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文明创建创出行业特色。为确保文明
创建工作取得实效，郾城联社结合行业
特点，一是通过周末公益广场、进村入
社区等形式，积极向市民宣传反非法集
资、反电信网络诈骗方面的知识，有效
提高群众金融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二
是加大员工文明礼仪培训，提高员工文

明素养，提升文明服务水平；三是利用
网点 LED 显示屏，积极播放公益宣传
广告，传播文明意识，倡导文明行为；四
是在营业网点建设无障碍通道，设立爱
心座椅，为特殊客户提供爱心服务；五
是设立雷锋岗，帮助客户解决急难问
题；六是发挥金融助推精准扶贫的重要
作用，投放产业扶贫贷款1100万元。

（任保华 王景雷）

助推廉政文化建设发展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举办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

文明创建创出行业特色

新乡卫滨区健康路办事处以“四个一”
为主要载体积极开展“党性教育学习月”活
动。观看一次廉政警示教育片，使全体党
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
力。开展一次共产党员集中订阅活动，使
党员教育、廉政教育微信公众号在党员群

众中得到广泛普及。开展一次专题警示教
育，通过身边发生的党员违纪典型案例，对
全体党员起到警醒作用。开展一次为民办
实事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庭
院，清除“牛皮癣”、整治绿化带、清理楼道
杂物，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王蒙）

开展党风党纪教育月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划，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法治思维
能力，8月 8日，洛阳市瀍河区依法治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了全区领导干部专
题法治专题讲座。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
副组长毛红伟主持讲座，全区各部门
240余名科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讲
座由洛阳师范学院徐业尧教授主讲，他
运用具体案例，生动活泼地讲授了法治

思维及依法行政的内涵、重大意义及法
治思维培养等内容，对法治政府建设的
任务和路径进行了深度诠释和解读。最
后，毛红伟强调领导干部要依法行事，按
程序依法办事，要建立法治思维思想，在
今后的工作中紧密结合实际，提高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方式方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杜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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