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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锐

李杰石，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河南省黄金协会副会长，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
长，新密市工商联（商会）副会长，郑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出生于我省新密市的李杰石，于
1980年进入金银首饰加工行业，1993
年创办了新密市银梦祥工艺品厂，
2005年成立郑州梦祥纯银首饰有限公
司，2007年，梦祥在中国大陆的经销商
突破2800家，遍及31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2012年当选新密市政协委员并
荣获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
获得“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的
荣誉称号，2016年被郑州市总工会评
为五一劳动模范。

传承工匠精神 铸造民族品牌

李杰石致力于中国纯银制品事业
二十余载，立志为中国纯银制品享誉
世界而孜孜以求，把发扬、继承、传播
中国银文化作为最高使命。他从一个
普通的小银匠起家，怀着对白银文化
的酷爱和对历史传统工艺传承的责任
感，在艰难的创业中不断加强纯银制
品技术的改进和工艺改造，逐渐成为

纯银制品产业的带头人之一，并带领
团队和梦祥产品多次赴海外推广中国
银文化。2018 年，梦祥银入选央视
CCTV-2 国家品牌计划《铸造民族品
牌 传承工匠精神》栏目，2018年又作
为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中国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向世界展示
中国银文化。

如今，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已经从当初的一个手工作坊发展到现
在拥有 1000多名员工、各种精密加工
仪器和设备、数十万平方米生产基地的
现代化银饰品行业龙头企业。过硬的
产品质量和完美的售后服务，为梦祥公
司赢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2010
年，梦祥银产品通过了严格的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国内首家
银制品行业国际认证企业。梦祥银产
品多次获得“中国名牌”“河南省著名商
标”“消费者放心产品”“最守合同企
业”等荣誉称号。

抓住改革机遇 融汇世界工艺

梦祥公司自 1993年创立以来，始
终坚持追求卓越的匠人精神，历经二
十多年发展，逐渐成长为一家集黄金、
K 金、钻石、珠宝、玉石和白银首饰设
计、生产研发、模具加工、白银批发、珠

宝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目前，梦
祥银旗下拥有金梦祥、梦祥银、盈祥
银、梦祥盛世、九龙银象等多个品牌，
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 9800多平方米，
展厅 8000多平方米，员工 1000多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近百
人。全国市场有5000多家加盟商合作
伙伴，近万个销售网点，实现了黄金、
珠宝、银饰全国免费终身调换。

梦祥公司拥有专业设备数百台，
并斥巨资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引进
了世界一流的激光首饰造型机、镭射

钻石雕刻机、激光焊接机、3D激光雕刻
机等专业首饰生产设备。已形成磨具
设计、银饰器皿加工、成品包装等标准
的流水线作业，具备了年加工黄金白
银 55吨、年生产加工 100万件以上饰
品的生产能力。

创建五大品牌 构建生态体系

梦祥公司旗下拥有梦祥银、盈祥
银饰、金梦祥、梦祥盛世、九龙银象五
大品牌。对企业来说，品牌是一种无
形资产，品牌意味着知名度。有了知

名度，就会具有凝聚力和扩散力，就会
推动企业更好发展。因此，在 25年的
发展过程中，梦祥一直致力于品牌建
设，从品牌定位、品牌诉求、签约品牌
代言人等方面传递清晰品牌印象，成
了消费者心目中的“名牌”。不仅具有
良好的内在性能，还凝聚了民族的传
统文化，这两方面的积淀，使梦祥成为
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品牌。

梦祥银是以“中国风”为特色的民
族银饰品牌，也是梦祥公司旗下品牌
创建时间最长的主力银饰品牌，“梦祥
银，戴出好运来”的品牌语如今已家
喻户晓，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女士代言
后，梦祥银更是成为了全国驰名的
品牌。

盈祥银饰是以轻时尚银饰为概念
的品牌，凭借原创设计、百元银饰、轻
时尚等标签，迅速占领市场。

金梦祥是梦祥公司旗下以黄金为
产品特色的婚嫁珠宝品牌，主打黄金，
涵盖K金、钻石、珠宝等全品类。

梦祥盛世是梦祥公司重磅打造的
高端养生生活银器品牌倡导“银养生”
的全新健康生活概念。

五大品牌围绕终身用户战略，构
建完善生态圈，满足人生各阶段对珠
宝饰品的需求。

心怀感恩之心 助力慈善事业

李杰石为人真诚，不喜张扬，时刻
怀着感恩之心做事做人，以承担社会
责任为己任。他乐善好施，热衷慈善
事业。2008年投资数万元为苏寨村修
建公路；2011年投资数万元修建梦祥
小学；从2009年起每月向苏寨村80岁
以上老人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2011
年出巨资资助梦祥希望小学的建设，
并先后资助贫困大学生、经济困难户，
此举得到了当地乡亲的称赞。

2013年 2月，李杰石获得新密市来
集镇“2012年度道德模范称号”；2014
年 3月，梦祥新密实验高中教师教育培
训基金正式启动，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
的人关注与支持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015年 12月，梦祥助力网易河南态度
峰会，以自身经历把河南厚土上成长起
来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的责任感淋漓
尽致地展现给大家；2016年4月李杰石
被郑州市总工会评为五一劳动模范。

在致力于让纯银制品享誉世界的
奋斗之路上，李杰石一直秉承“先做
人、后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
做人”的理念，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
白银文化的精髓内核而心无旁骛、聚
精会神、持之以恒的努力着、奋斗着。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杰石

李杰石：为中国纯银制品享誉世界而孜孜以求

□赵晓东

遥想 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北京闭幕，中国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
幕。弹指一瞬间，已是2018年，作为一
个80后，我亲身体会到、见证了国家由
弱到强的巨变。我的家乡在河南新乡
封丘，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县，小时候
家里穷，饭只能勉强吃饱，那时看着一
年到头辛苦劳作的父母生活依然清贫，
我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
运。不过，本想靠知识改变命运，奈何
命运不可靠，喜欢捉弄人，我因为交不
起大学学费只能选择去当兵，因为当兵
不用交钱。五年的军旅生涯中军人的
吃苦耐劳、执行力强、团结协作的品格
深深影响了我。退伍后，我做过酒吧保
安、服务员，然后进入许继集团，从车间
工人、司机、销售员，后来做到了京津事
业部负责人。

白手起家 创立大森

我天生闲不住、爱折腾，以往的工
作经历我知道，无论在岗位上干得多么
出色，都是在为别人打工，受制于旁人，
这不是我的梦想，我要自己创业，成立
自己的公司，拥有自己的团队！凭借多
年的经验积累，我和我的合伙人在
2012年成立了大森机电，我拿出了自
己所有的家当，誓要做出一番事业。起
初我们瞄准了高铁行业锚固、支撑这一
细分领域，首先是特别看好它的发展前
景，中国的“名片”嘛，其次是利润，还有
我们前期的销售经验。通过资源整合，
大森的贸易就做起来了；单纯做贸易，
没有核心技术，仍然处处掣肘，难以有
大的成就。于是，我们开始设立工厂，
组建自己的技术团队，招兵买马，生产
大森自主品牌的产品。

经过 6 年发展，大森机电由起初
的三人行、营业收入 700 万元，到现
在近 500 人的团队规模、年产值 2 亿
元以上，市值近 4亿元，发展速度不可
谓不快。大森机电产品应用领域都
是国家百年大计工程，我深知高品质
产品才是企业拥抱市场、回报社会的

最高追求，因此我们苦练内功，不间

断投入技术研发工作，拿专利、过检

测，甚至斩获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颁发的预埋槽道 CABR 认证，成为国

内首批获得该证的企业之一。为确

保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做了进一步尝

试，向前、向后延伸产业链，压缩成

本、严控质量。如今，大森机电成为

国内轨道交通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造技术先行者，国内唯一一家拥有

BIM 设计服务并具有综合支吊架独

立生产及安装为一体的支吊架企业，

也即将建立起国内先进的槽道全生

产链。“大森机电”这个品牌经过市场

厮杀终于站住了脚跟。

质量是市场立足之本

企业能快速发展，是大森机电紧

抓政策红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结

果，公司主营产品预埋槽道、综合支吊

架主要应用领域是高铁、地铁、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公布的《2017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中显示，截至 2017年末，共有 62个城

市的城轨交通线网规划获批，规划线

路总长 7424公里；在城市地下管廊建

设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
出，到 2020 年，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地下综合管廊并投入运营，
廊体总投资约在 1.6 万-3.2 万亿元之
间……政策带来的利好使大森机电订
单纷至沓来。

在国家重点项目中，我们参与了港
珠澳大桥建设，通过我们的发明专利产
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们一份力量；
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指引中，我们
大森人也积极跟随国家脚步，参与建设
了如厄瓜多尔CCS水电站的多个海外
重点项目，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积
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中，不仅收获
了事业的发展，同时收获了参与国家建
设的满足感，让我们有了主人翁的骄傲
和自豪。

截至目前，大森机电已服务了 21
条高铁、28条地铁以及 18个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项目，贵广铁路、沪昆客专、北
京地铁、西宁管廊、郑州航空航、港珠澳
大桥都有我们的身影。同时，我们还凭
借过硬的技术和质量，走出国门，参与
多个海外项目。

投身公益 传递正能量

在企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也不忘
承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间断地进行
着社会公益事业，2013 年、2014 年大
森机电捐助新疆北疆福海小学、西藏郎
吉平措八宿邦达小学；2015年，设立大
森助学基金，援建封丘县赵岗村小学，
我的母校；2017年，校企共建，组织赵
岗村小学青少年夏令营；精准扶贫，走
进汝州、禹州……

立足现在 展望未来

企业快速扩张，我更要保持冷静，
不可急于求成，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时
刻与团队探寻企业稳步发展的思路。

前期，立足企业已涉足领域，高铁、
地铁、地下城市管廊，把产品做扎实，保
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未来，利用我们 BIM 智空间的技
术优势，打造可供业主、承建商、BIM
技术人才、设备制造企业之间用于交流
的 BIM 平台，为各方提供 BIM 技术解
决方案、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通过平

台，将各方融合在一起，打造我们行业
的生态圈，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与对未来
的畅想。

时代在发展中变化，机遇在变化中
闪现。我带领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不
会拘泥于现状，会更加积极探索新的商
业模式，去适应改革的变化，顺应改革
大势，寻求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开拓创新，永远在路上”，这就是
我和我的团队对致敬新时代的理解。

新时代带来新机遇。作为企业家
我们要思考如何把握住新时代，如何
参与和创造新时代。还要认真分析自
身的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找到并解
决约束或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找到并发展企业未来的新动能，打造
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能
力。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其实未来已
来。我们将高度重视发展增长方式的
转变，提高质量发展，针对自己的产业
结构、业务结构认真分析研究，压缩或
淘汰资源占用大、效益低的无效业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发扬工匠精神，潜
心精进，相信付出终将成就梦想。

大森机电：创造新作为 致敬新时代

河南大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晓东

大森槽道产品

大森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

大森综合支吊架系统产品
大森公司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