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色的鸢尾花总是绽
放在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的
早春时节，典雅浪漫的紫色
花瓣犹如蝴蝶般在微风中
轻盈起舞，仿佛要将春的讯
息传到远方。外物的美好
总会激发内心的澎湃，人们
也不愿辜负这份天赐的浪
漫，“邂逅”春天，“邂逅”美
好，“邂逅”爱情，亦或是“邂
逅”更美好的自己。宝格丽
紫晶女性淡香水亮丽的紫
色瓶身浪漫又富有想象力，
为这个季节增添了涌动的
元素，高贵典雅的花木香调
如同春日里的和风，亦显露
出别样的优雅情调。

宝格丽紫晶女性淡香水

郁 金 香 的 绽 放 ，
昭示着春天的来临。
路边的花圃里满眼都
是盛开的郁金香，在
雨露中用曼妙的舞姿
迎接春风的关怀。她
没有任何的矫饰，却
于那寥寥的叶片之中
包裹着热情的意蕴，
于静谧无言之中，挥
洒着生命的欣喜，传
递着春天的旋律。宝
格丽晶艳女性淡香水
红色的瓶身，象征着
春 日 里 的 生 机 与 色
彩，热情的花果香调
凝聚了春日的精华，
仿佛高声欢颂着生命
的喜悦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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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需要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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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整理自己从小就开始收集的小人书，忽然看到
了 1972年版的连环画《鸡毛信》。这本连环画的绘制者，乃
我国连环画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线描连环画的奠基人之一
刘继卣先生。在上世纪 70年代那个文化产品匮乏的时期，
刘继卣的《大闹天宫》、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施大畏的《暴
风骤雨》等优秀连环画作品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岁月。
他们毫无疑问是我国连环画事业的领头人。

在刚刚揭晓的“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中，我们
也欣喜地看到了参与、见证、服务我省珠宝行业快速发展的
刘长秀;看到了对密玉作品弘扬光大做出重要贡献的赵国
安;看到了珠宝行业标杆品牌周大福华中区域第一责任人范
向东;看到了立志打造我国纯银第一品牌并为此孜孜以求的
李杰石等熟悉的名字光荣入榜，这既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也
是我省珠宝行业的一件喜事。

珠宝行业在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期后，进入了
以品牌化、规模化为主导的整合期。领军人物身上担当着
自身协会、企业发展的重担，又要为整个珠宝行业提高影响
力、提高美誉度、谋划发展而殚精竭虑、负重前行。

领军人物，自然是在行业内有着广泛的知名度、美誉
度，有着良好的人品口碑、有着成功的品牌运营经验的人。
这是需要多年的行业浸淫方能达到的一种江湖地位。当下
就有摆在领军人物面前的难题，归纳起来最起码有三
点。

首先，长期依赖素金类产品快销求得利润增长的传统
经营模式今年会遭遇非素金类镶嵌、钻石、K金类产品和品
牌的强力挑战。对此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商家，势必会手
足无措、缺乏应对。

其次，珠宝行业现代化的企业内部机制建设是当务之
急。家族企业病、责权利不明晰是桎梏珠宝行业做大做强
的重要因素。以制度管人而不是传统的随意性的人管人，
是我省珠宝行业急需解决的课题。机制问题不解决，企业
的品牌建设只能是纸上谈兵。

最后一点就是，珠宝企业一定要精准定位合理的产品
体系，避免大而全。珠宝的全品类建设只能是类似于周大
福这样资金雄厚的行业巨擘的优势。此次评选，因为积极
推动珠宝行业发展而荣获杰出贡献奖的知名品牌定位专
家张杰，就经常撰文呼吁珠宝企业要坚决摒弃全品类发展
的错误思想，聚焦定位、懂得取舍，方能健康发展。

行业需要领头人，企业需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期盼中原
珠宝行业的领军人物和众多企业家能够共同努力，带领我省珠
宝行业迎来更加美好的璀璨未来。

记者在一家珠宝企业采访的时
候，偶尔发现一份表彰文件，内容是
始自去年 5 月 20 日，历时 5 个多月，
由河南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和河南
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的“河南省第五届珠宝首饰营业员营
销技能大赛”。这次比赛的前三名在
获得“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的同
时,冠军选手，由河南金鑫国际珠宝
有限公司选送的李文燕，还按照程序
被申报为“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
候选人。

弘扬我省玉石文化
倾力培养雕刻人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于文
章开篇的技能大赛，是省宝协长期致
力于服务珠宝行业的常态活动。

我省的珠宝行业，尽管在近年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因为之前底子
薄弱、人才匮乏。在产品的创作、生
产、营销等各方面和其他历史悠久、
人才济济的行业比较起来，人才培养
难、人才留下难、人才引入难是制约
许多珠宝品牌健康发展的突出问
题。一些珠宝企业的管理人才被珠
宝品牌“挖角”，在不同的企业跳来跳
去成为“熟脸”，也成为珠宝企业的一

个独特现象。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在会长刘长秀的带领下，近年来为弘
扬我省玉石文化,培养创作、生产、营
销人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我省珠宝行业的短板
和不足。

去年 8 月 28 日，由省宝协主办的
首届“嵩山论剑”河南玉雕大师峰会
在登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位玉雕大师、工艺美术大师等尽展
绝技，论道玉雕理念，共推玉雕产业
发展，促进玉雕作品创新，助推河南
玉雕产业水平再上新台阶。

将天下名家汇聚一起，通过交流
切磋来进一步提升中原的玉雕水平，

多出大师、多出精品，是举办此次峰
会的初衷。

从 2009 开始，省宝协还连续举
办了三届年全省玉石雕刻技能大
赛。第一届大赛举办地是新密市，所
用玉石材料是“密玉”;2011 年第二届
大赛地点设在镇平，用材为“独玉”;
本次大赛的玉材是新发现的“伊玉

（伊源玉）”，该种矿石分布在栾川山
脉。新人辈出的玉雕大赛，既是一次
玉雕新秀的展示，也是一次玉雕技艺
交流的盛会。年轻选手们在规定时
间内，以聪慧的睿智、巧妙的构思、精
湛的技艺，独立设计制作完成玉雕作
品。此类比赛为我省发现和储备玉
雕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由省宝协
牵头组织我省玉雕企业参赛的中国
玉石雕刻最高水平的大赛“陆子冈
杯”精品展评会，在业内也具有广泛
的影响力。

助力服务珠宝行业
营造良好经营环境

“尽管这些年钻石、玉石、K 金类
产品在珠宝行业整体销售份额逐年
增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黄金类产
品占比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而黄金
饰品较低的利润率，使得产品周转速

度较慢的部分品牌承受了巨大的经
营压力。”刘长秀会长告诉记者。而
正是因为黄金类产品的低利润，使得
一些商家在价格透明度相对薄弱，品
级差别不被大多数消费者所了解的
翡翠、钻石产品上动起了脑筋。

始自于前年底的所谓“珠宝特卖
会”一时间在省会郑州和部分地市热
闹登场。“打破翡翠暴利、钻石五折起
售”等宣传噱头充斥在各种媒体的宣
传中。受此所谓的低价吸引，消费者
纷纷解囊购买。

省宝协及时发现了内中蹊跷。号
称五折起售的钻石，原来只是虚高了
标价或者淡化了自己的品级，所谓一
折可以买到的翡翠首饰，水分更是大
的惊人。为了净化珠宝市场，保护合
法经营的珠宝品牌，省宝协通过《河南
日报》发表相关声明，提醒广大消费者
警惕消费陷阱。同时，省宝协还多次
组织毛同春、高国治、慕强等业内知名
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珠宝产品鉴
定检测，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

而每年由省宝协组织举办的河南
省珠宝行业年会，更是我省珠宝企业
梳理行业经验、找出自身不足、互相取
长补短、共倡诚信经营的重要交流平
台。众多珠宝企业也凭借着该年会的
东风，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阿娇来郑

“True to Your Heart随心而动”

由心出发，由内而外感
受珠宝带来的感动与欣喜，
从挑选心仪首饰到展现自
我风姿，珠宝，总是能轻易
地挑起女性对于美的极致
理解。3 月 7 日，英皇珠宝
以“True to Your Heart
随心而动”为主题，在大商
新玛特郑州总店举行英皇
珠宝品牌活动。知名女星
阿娇（钟欣潼）亲临现场，分
享自己与英皇珠宝一次倾
心的缘分。

活动现场，身穿礼服的
阿娇佩戴着英皇珠宝优雅
亮相，引来现场阵阵尖叫。
阿娇表示，英皇珠宝无论是
设计理念，还是品牌的全新
形象，都非常符合自己在选
择珠宝时候的心情：“对我
来说，选购珠宝的过程就是
一段令人心动的旅程，从和
朋友、挚爱一起浏览橱窗的
瞬间开始，到当中难以取舍
的选购过程、确认一刻的激
动，以及永留珍藏的余韵，
无不牵动着我的心弦，相信
每个女生都会和我有同样
的感受。”

JW万豪“上映”环保风尚主题创意婚礼秀

3 月 15 日，郑州绿地 JW
万豪酒店在 JW千玺大宴会厅
上演以“萌芽”为主题的环保
风尚主题创意婚礼秀。通过
对低碳环保概念婚礼的完整
诠释，让宾客从视觉、听觉等
多方面感受定制婚礼的独特
魅力和震撼效果，用最纯粹的
方式庆祝爱，并向环境与生命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此次婚宴秀用接近自然
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全场
以绿色森系造景为设计主
旨，既环保又个性时尚。整
场婚宴秀所有细节无不体现
着低碳概念：废旧的单车、轮
胎与花艺重新组合搭配；废

旧报纸稍作加工后的矩阵排
列等设计，现场目不暇接的
装饰效果给许多来宾都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用
3000 个废旧饮料瓶组成的

“生命之河”主题墙，成为了
外场装饰氛围的核心亮点。

婚礼秀上，知名婚嫁品
牌伊丽莎白婚纱献上美轮美
奂的婚纱展示，每一件婚纱
都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尽显
高贵与璀璨。同时，包括时
代制片、新奕映像、颐尊会等
8 家联盟商家鼎力参与，为
准新人们在白色情人节周末
这个特别的日子奉上了一场
爱的盛宴。 （汪仁珺）

翡翠作品《快乐的早晨》

密玉作品《释迦牟尼》

刘长秀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
赵国安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董事长
王忠善 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保国 郑州一心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向东 周大福中国营运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李杰石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国汉 铭心实业董事长
陈美峰 金美福珠宝董事长
林玉瑞 乾昌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飞雪 河南一恒贞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

●密玉《释迦牟尼》
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

●“盘羊启泰”千足金摆件
周大福珠宝金行（武汉）有限公司

●“淡雅”金镶和田玉吊坠

乾昌珠宝有限公司
●“多子多福”翡翠摆件

河南天成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凤求凰”花丝景泰蓝工艺系列银饰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星空”蓝宝石项链

金美福珠宝有限公司

●“龙牌”玉雕手把件

河南大唐通宝珠宝有限公司

●“远古留香”碧玺系列配饰

河南一恒贞珠宝有限公司

●“龙凤和鸣”金AU9999套链

铭心实业集团

●“月光女神”钻石项链
上海金伯利钻石有限公司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金牌产品榜单十大金牌产品榜单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张 杰 知名品牌定位专家 或兰格品牌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原珠宝行业杰出贡献人物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金牌产品名单

在每个行业，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各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个人事业有成、专业
造诣深厚、深受尊重和爱戴。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可是，这些人，往往会
赋予自己更多的社会责任，主动背负着行业的发展重担砥砺前行。在他们的引领下，整个行业逐步走向稳步
快速健康和谐发展的道路。他们是整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是各自企业、各自单位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灵魂。

一件优秀的珠宝产品一件优秀的珠宝产品，，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珠宝品牌设计师的创意天赋和设计灵感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珠宝品牌设计师的创意天赋和设计灵感，，更能体现出珠宝更能体现出珠宝
品牌管理团队品牌管理团队、、设计团队设计团队、、生产团队生产团队、、销售团队专业合作下对自身品牌迎合消费者的市场需求销售团队专业合作下对自身品牌迎合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引领珠宝行引领珠宝行
业设计潮流的掌控能力。可以说，每一件优秀的珠宝产品，都是珠宝品牌得以铸造辉煌地位的基石所在，
是彰显珠宝品牌实力的重要标尺。

（排名不分主次）

营造优良环境 服务行业发展
——省宝协推动我省珠宝行业健康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张锐

宝格丽晶艳女性淡香水

香氛花园的梦幻之旅香氛花园的梦幻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