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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今年的7月 18日，郑州市召开第一届
对外宣传“六个一”工程评审会，评选出首
批 32 项对外宣传“六个一”工程优秀作
品。其中，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的
产品，光荣当选优秀“特色外宣品”。

这也是已有着 24年品牌历史的梦祥
银的又一项荣誉。

代表郑州 走向世界

优秀“特色外宣品”的评选是一项综合
性的评选，是响应国家大力开展对外文化
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具体落地
执行。一定要选出真正带有浓厚中原文化
色彩的、河南符号性的作品或者产品，向外
界展示30多年来河南改革开放的成果，展
示河南人民勤劳、朴实、善良的品格。

这项评选活动，经过前期的征集和报
送工作，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和部分文
化创意公司积极踊跃参加，共收到了近
300项各类优秀作品。

接到通知后，梦祥公司选出了16款代
表梦祥最高制作工艺的景泰蓝酒具、茶具、
餐具、摆件等，最后报经董事长李杰石审核
后，选送了 8款产品。经过层层选拔和筛

选，梦祥共有7款不同风格的银饰作品，与
郑州二七纪念馆的文创产品、轩辕黄帝澄
泥砚等 7类产品，成为了代表郑州特色的
外宣产品。

1993年，李杰石创建了“梦祥”品牌，
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把“为中国纯银制品
享誉世界而孜孜以求”，作为了企业的奋斗
目标。同时，梦祥人还以薪火相传的使命
为核心价值观，积极向社会传递爱和人性
的善良，传承和弘扬民族工艺文化，传播正
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发展成为了行业内
的著名品牌。

梦祥将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创新
出更多更好的外宣产品，讲好郑州故事，传
播好郑州声音，为郑州建设国际商都创造
环境、营造氛围，为我省乃至我国白银文化
进一步迈入世界市场砥砺前行，孜孜以求。
并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不断探寻、
挖掘中国银饰数千年的璀璨文明，实现中
国传统银文化和珠宝首饰的有机结合，让
更多的人了解、感受我国悠久的白银文化。

孔雀东来 灵动中州

今年，梦祥银成功续约了著名舞蹈艺
术家杨丽萍，为自己的品牌代言人。

杨丽萍，第十届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
席、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

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是家喻户晓的著名
舞蹈家。

2013年，以民族舞蹈《孔雀舞》成名的
杨丽萍，遇到了同样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
任的梦祥银。在与梦祥董事长李杰石多次
交流之后，共同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的使
命感，促使双方迅速地达成了合作意向，由
梦祥银邀请杨丽萍成为品牌代言人。杨丽
萍通过多方调查，详细了解了梦祥的企业
文化，对梦祥20多年坚持为客户“终身免
费调换”的诚信承诺，表示认同和赞赏。

2013年 5月，杨丽萍签署了同意代言
梦祥银的正式文件。自此以后，梦祥银与
杨丽萍结伴双飞，成为银饰和美的代名
词。这件事，一度成为营销和业界佳话。

2017年，在友好合作了四年之后，双
方签署的第一次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梦祥
公司董事长李杰石先生，再次邀请杨丽萍
女士出任梦祥品牌的形象大使。

现如今，“梦祥”旗下已经衍生出梦祥
银、金梦祥、梦祥盛世、盈祥银饰、九龙银象
五大品牌，从白银到黄金、K金、钻石、珠宝
等设计、生产、批发全品类经营，打造了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极大地带动了生产基地
所在地的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

祝福梦祥银企业蒸蒸日上，品牌的影
响力不断增强，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
不同肤色的人民佩戴梦祥银，喜爱梦祥银。

走向世界的梦祥银
经河南省劳动竞赛委员

会批准，第五届“铭心杯”玉雕
技能大赛于11月1日上午，在
郑州中原黄金珠宝文化产业
园开幕。河南省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河南省人社厅职业
能力建设处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及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出席开幕式。

我省玉雕技能大赛已成
功举办了四届。玉雕技能大
赛对选拔、培育我省青年玉雕
优秀人才，提高玉雕人员技
能，加强业内从业人员学习交
流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有力地
促进了我省玉石雕刻行业的
健康发展。

此次大赛通过初赛、复
赛、决赛三个阶段的层层选
拔，共有 70名玉雕新秀晋级

决赛，参加决赛人员将通过玉
雕理论考试、现场设计、现场
雕刻等环节决出名次。赛时7
天，将于 11月 7日结束，届时
将举行颁奖典礼。

大赛第一名将获得“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1-3名，将由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河南省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河南省人
社厅将为参加决赛选手颁发
高级工技术职称。另外，还设
置最佳创意设计奖、最佳作品
绘画奖和最佳作品制作奖等。

大赛结束，新一批的优秀
玉雕技能人才将充实到全国
各地的玉雕队伍中去，为玉雕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
活力，助推中国玉文化产业转
型升级。

(张丽霞）

第五届“铭心杯”
玉雕技能大赛盛大开幕

“珠宝行业，当下正面临着产能过剩，
消费升级，产品同质化、市场不断细分，电
商猛烈冲击的影响，凡此种种，都在倒逼
着珠宝行业必须迅速转型升级，重新洗
牌。否则，落后的品牌只能黯然落幕、退
出市场。”

甫一见面，慕光珠宝董事长张呈就向
我表达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年轻的慕光
品牌创办了 5年时间，当下拥有 700余家
连锁门店，覆盖河南、山西、山东、安徽、江
苏、河北6省。慕光珠宝，业已成为了珠宝
行业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从震动整个行业的黑马，到引领城镇
珠宝快速发展的领跑者，慕光珠宝以乡镇
为据点，将农村市场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们更懂农村市场。”在深耕农村市
场5年后，年轻的张呈有足够的底气，说出
了这句话。不管承认与否，这个先驱者已
经成为一个标杆，为珠宝下乡的后继者
们，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范本。

“我们也更重视慕光品牌的全面升级
和大力建设。”张呈介绍，自2016年下半年
开始，慕光珠宝陆续投入2000万元，加强
品牌建设，以此推动企业转型，实现由单
纯的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由价值链低端
向高端的转变。

一个重要的信号是，慕光珠宝开始与
国内顶尖的品牌服务机构深度合作，并在
2017年初成立品牌部，进行品牌定位包装

和VI、SI系统的全面升级，对未来的发展
路径作出清晰的战略规划。

张呈说，真正的品牌，不再是靠亿万
广告费砸出来的光环，而是数十年如一日
的匠心和服务，是深入消费者心中的潜移
默化的认知，而产品本身，就是品牌资产
的核心。

当前的珠宝首饰市场，正处在一个设
计落后于生产、落后于消费需求、落后于
时代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银饰，始终作为
底层消费或者不被重视，缺乏代表性标杆
产品。基于此，慕光珠宝持续加大设计研
发投入，努力在行业及产品塑造上建立新
的标准体系，引领新的消费潮流。

今年春，慕光珠宝推出了“桃花女神”
系列新品，并一举斩获“受公众喜爱的十
大匠心产品”的殊荣。仲秋时节，慕光珠
宝再次推出“莲花系列”新品，并与必胜客
跨界合作推出“吃心狂想”系列，以不断创
新的设计、成熟的工艺和细节的严格把
控，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和个性
化消费需求。

而另一个重磅产品“万年福”银镯，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中。以“万年福”为
基础的整个产品体系，宣示了慕光在产品
创新和品质上的决心——丰富银饰行业
产品的代表款类，为提升企业的品牌高度
和市场的竞争力奠定基础。

（赵钰）

一年一度的大型网购节，
双11即将到来。经过最近几
年网络上面的宣传及传播，11
月 11日，已经不仅仅是网络
上的购物狂欢，而是形成了带
动线上线下共同购物的浪潮。

作为中原珠宝行业十大
诚信品牌之一的乾昌珠宝，在
11月 1日就提前开启了此次
购物节的预热活动，在 11月
10 日前，顾客在乾昌珠宝任
一门店，凭借 1.1元就可以购
买价值111元的钻石现金卡，
在 11月 11日，在门店消费钻
石饰品，可在优惠的基础上直
接抵扣111元。

双 11 活动期间，不仅在
商品上享有更多的优惠，乾昌
珠宝也为每位到店的顾客提
供伴手礼品，购物满额，同样
有黄金貔貅、18K 金的转运
珠、定制首饰盒等礼品赠送。

为了满足年轻人购好物、
玩新鲜的消费理念，乾昌珠宝
同样结合新媒体营销，鼓励年
轻人到店试戴并且开发出微
信的网络互动游戏。希望通
过这一系列的优惠，让顾客在
实体店享受到网购价，并且为
每一位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
便捷、更有保障的珠宝产品。

（阿宣）

乾昌珠宝：嗨翻双11

CityOn 熙地港（郑州）购物中心
荣获ICSC亚太购物中心金奖

斥资2000万推动品牌崛起
——访慕光珠宝董事长张呈

周大生在近二十载发展征程
中，一直坚持爱心、诚信、责任、奋
进的核心价值观，为消费者传递
美丽奉献爱心，不断提升品牌形
象和影响力。至今已拥有 2500
多家连锁店，覆盖我国 300多座
城市，凭借其雄厚的品牌实力不
仅获得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
爱，享有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解析珠宝设计，引发珠宝时
尚新潮流。“中国流行风”商业珠
宝设计大赛，大力扶持中国本土
年轻设计师，凝聚珠宝正能量。
2013年周大生举办第一届周大
生“中国流行风”商业珠宝设计大
赛，赛事登陆纽约时代广场引发
全球讨论。超过 1380万人全程
密切关注，重新定义商业珠宝。

百面美钻，闪耀国内中高端
钻石市场。2013年周大生把百
面美钻引入中国。百面美钻来自
于比利时EXELCO公司，该公司
位于钻石之都安特卫普，聚集了
世界上优秀的钻石切割团队，曾
用精湛的技艺将世界上最大的黄
钻切割，使这颗无比珍贵的宝石，
绽放出不可思议的美丽。而百面

美钻，是集结了该公司家族切工
大师及欧洲出色切割团队智慧心
血耗时三年才研发而来，是新一
代世界非凡切工。

周大生创新产品概念：情景
风格珠宝。2016年，周大生经过
研究消费者情感文化、场景需求、
个性特征、装扮风格、消费背景、
流行文化、婚恋文化，提出“情景
风格珠宝”的全新产品概念，由此
确立了“情景风格珠宝”的产品创
意体系。把场景应用、风格划分
和消费者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缔
结，在多变的风格间找到恰合时
宜与场景的珠宝搭配，并全新推
出《百魅》吊坠、《百姿》女戒、《幸
福时刻》对戒、《名星》钻饰等情景
风格系列珠宝。

在18周年之际，周大生河南
区域特惠活动强势上线，继续发
力，线上线下联动，打造珠宝盛
宴，惠动河南。

2017年11月1日至11月12
日，福利拿到手软，惊喜让你心
动，这个双11，到店来点新花样，
周大生河南店“耀”你不同，就等
你来。

2017全球商业地产大会
于近日公布了今年国际购物
中心协会（简称 ICSC）亚太购
物中心大奖的获奖名单。塔
博曼亚洲联合王府井集团在
河南郑州新开发的项目——
CityOn 熙地港（郑州）购物
中心获得 2017 年 ICSC 亚太
购物中心开业项目市场营销
类金奖，这也是今年国内唯一
获此殊荣的新开业购物中心
项目。

CityOn 熙地港（郑州）
购物中心位于郑州市新经济
文化中心郑东新区的核心地
段，总层数 6层，主力店为王

府井百货。购物中心总出租
面积近 10万平方米，汇聚了
快时尚、国内外知名设计师品
牌和生活类品牌。熙地港郑
州开业定在 3月这个传统的
零售淡季，但是市场营销团队
通过打造开业季的概念，将开
业前和开业后的系列活动整
合进行传播，包括会员招募、
首次引入当地市场的具有国
际品质的市场活动，创新的促
销形式等，成功地在当地引起
了轰动效应，打造了熙地港的
品牌知名度，创造了开业当月
的超高客流和销售。

（赵钰）

周大生珠宝河南区域18周年
特惠活动强势上线：珠宝盛宴 玩钻双11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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