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中原珠宝年度创新评中原珠宝年度创新评，，旨在甄选中原珠宝创新案例旨在甄选中原珠宝创新案例，，力力

邀政府领导邀政府领导、、企业领袖企业领袖、、行业专家行业专家、、媒体代表等人组成评审委员会媒体代表等人组成评审委员会，，

秉承公平公正原则秉承公平公正原则，，经评审委员会提名经评审委员会提名、、自荐自荐，，由互联网投票及评由互联网投票及评

审委员会评议最终产生获奖名单审委员会评议最终产生获奖名单，，评选出推进珠宝行业发展的创评选出推进珠宝行业发展的创

新者新者、、引领者引领者、、变革者变革者，，助力中原珠宝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中原珠宝产业创新发展。。

评选原则评选原则：：
创新力
创新、变革、引领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必备属性。从新的产品、

服务、商业设计，必须是突破常规与传统模式的创新变化，本次评

选的创新力将从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等维度由评审委员会审核评

定。

爆发力
中原珠宝创新案例具备快速爆发的健康度、成长力和传播力；

在数据上则为流量和转化率的爆发式增长，企业估值的跨越式提

升，跨界合作的伸缩性等，创造未来的可能性。本次评选的爆发力

将从用户、转化率、增长速度、估值增速、企业经营成本结构或盈利

水平等维度评定。

传播力
中原珠宝创新案例，不仅仅是一种理性商业价值层面的判断，

还包括媒体和用户的好感度，真正的中原珠宝创新案例能被大众

或者行业用户认可，接受，甚至形成坚固的口碑效应。本次评选的

传播力将从媒体曝光度，用户评价指数等维度评定。

贡献力
中原珠宝创新案例，不仅是拉动企业发展，更具备助推中原珠

宝品牌经济的建设的作用。本次评选的贡献力将在对行业具有较

强的拉动和带动作用，对经济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的维度进行审

核评定。

影响力
中原珠宝创新案例，不仅具备打破中原珠宝行业壁垒，更具备

在全国以及国际范围内打造强势的竞争优势作用，将为中原珠宝行

业的提振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本次评选的影响力

将在中原珠宝行业中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维度进行审核评定。

评选奖项：
2018赋能中原十大创新珠宝品牌
2018赋能中原十大创新珠宝人物
2018中原珠宝百强创新门店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原珠宝创新研究院 河南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国家玉石金银饰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媒体支持：河南日报全媒体阵容 人民网 东方今报 今日

头条 网易河南 新浪河南 喜马拉雅FM

评审标准
本次评选采用“网络投票+评审委员会评议”，确定最终获

奖企业。

1. 评审根据评审准则，给予专业评分，满分 100分。每个参

与门店活动评审组得分=（评委审核总得分/总分数）*100。

2. 网友投票每天可投 5 次，每票 1 分。每个参与门店网络

投票评审得分=（每个门店网络投票总分数/所有参与门店所得

票数）*100。

3. 最终评审结果根据活动评审组评分（占比 70%）及用户评

分（占比30%）的综合成绩评出。

活动运营流程概述（以各评选维度进程为准）：

报名方式：

权威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持续发酵传播：活动期间，联合媒

体多角度、多标题、多元素内容传播，在活动各个阶段持续发声，增

加活动声量。

统一形象展示：活动期间，联合各品牌/终端门店，统一设计，

统一内容，在各大终端铺量传播此次活动。

激荡风云40年，也是中原珠宝波澜壮阔发展的40年。其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珠宝行业典范，引领中原珠宝发展。
40年的初心不改、不离不弃，让珠宝行业在中原大地开疆拓土，百花齐放。
40年的锐意进取、图强求变，让珠宝行业承载着更多人的梦想和希望。
40年的积累沉淀、创新突破，让珠宝行业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创新赋能珠宝产业发展，重构中原珠宝行业增长价值。
寻找创新的力量，挖掘中原珠宝创新案例，2018中原珠宝年度创新评选为你而来。

报名及宣传阶段

评委评审及网络投
票阶段

公示阶段

颁奖阶段

2018 年 9 月 20 日—2018 年 10 月 12 日

2018 年 10 月 12 日—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18 年 12 月 10 日—2018 年 12 月 15 日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中原（国际）珠宝创新峰会暨年度创新评选颁奖典礼

报名形式

邮箱

报名方式

1.整合报名资料，打包发送官方邮箱
2696820306@qq.com；
2.将由活动官方统一上传；

报名时间

截至 2018年 10月 12日

20182018中原珠宝年度创新风云榜中原珠宝年度创新风云榜

时尚│102018年9月3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张锐 编辑 赵钰

尚品资讯

●● ●● ●●

““金金九银十九银十””购物季购物季
国 庆 热 门 珠 宝 首 饰 榜 单国 庆 热 门 珠 宝 首 饰 榜 单

黄金的地位很高，一直以来人们就极为喜爱

黄金做成的首饰。它除了给人带来美感，还有身

份和财富的象征。性质稳定不易氧化和变形的

特点，让它具有优越的保值收藏价值。黄金首饰

以其独特的魅力，融合现代先进工艺设计在人们

肌肤指腕间大放异彩。

足金

传承系列

“蒂芙尼·爱之旅”郑州限时体验展开幕

9月 24日，世界著名珠宝及腕表品牌 Tiffany & Co. 蒂
芙尼在郑州丹尼斯大卫城中庭举行了“蒂芙尼·爱之旅”限时体
验展开幕仪式。中秋时节，蒂芙尼以爱情为主题，浪漫为基调，
开启一段曼妙的旅程。作为“蒂芙尼·爱之旅”限时体验展的第
三次亮相，蒂芙尼娓娓道来一段段动人的爱情故事，用经典的
蓝色为之添上一抹浓情，见证从初见时的怦然心动到相濡以沫
后的平淡甜蜜。蒂芙尼公司中国副总裁及董事总经理欧阳昭
华女士、青年男演员刘昊然与丹尼斯集团总经理王磊先生以及
郑州丹尼斯大卫城总经理薄涛先生莅临开幕式现场，一同为展
览揭幕。 （赵钰）

目前，由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河南省福兴儿童公
益基金会、大河网等爱心单位共同发起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再
次起航，筹建的周大生“团圆之屋”正式落户洛阳市栾川县陶湾
镇张盘村完全小学、栾川县庙子镇卡房村完全小学以及偃师市
缑氏镇南家村小学。9月 21日，周大生“团圆之屋”正式落户封
丘县应举镇南范小学，当天爱心人士与学校近100名的留守儿
童一起欢度中秋节。

四座“团圆之屋”的同时建成，不仅让四所学校400多名留
守儿童圆了与父母见面的“团圆”梦，未来还将通过视频、电话、
书信等方式搭建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沟通交流的心灵桥梁。

从2015年起，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汇聚爱的能
量·撑起爱的天空”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活动一经推出就得到了
周大生珠宝河南各地市加盟商的积极响应。“我们栾川县周大
生珠宝将用真心去倾听，用真情去为留守儿童服务，未来将用
实际行动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绿荫。”洛阳市栾川县周大生珠
宝负责人王昭留下郑重的承诺。偃师市周大生珠宝负责人张
建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为留守儿童多做实事，还发动员工积极
参与，共同邀请郑州经开区育人学校的美术老师为孩子们带来
精彩的彩泥课程。封丘县周大生珠宝负责人于振海也十分动
容，表示一定会把“团圆之屋”的活动坚持下去。

目前，周大生“团圆之屋”已建成18座，惠及留守儿童4000
余人。周大生珠宝将会持续开展这项公益事业，也希望更多的
爱心人士参与进来，让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好关爱保护，让留
守的孩子在亲情关怀和社会关爱下茁壮成长。 （李朵朵）

天王表30周年“征服者”系列新品发布

为爱助力周大生珠宝又建四座“团圆之屋”

9月 22日,天王表 30周年庆暨“征服者”系列新品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演员张丹峰出席并见证天王表“征服者”系列新品
上市。

发布会伊始,俊朗男模佩戴着天王表“征服者”系列为现场
嘉宾开启了一场绅士腕表秀。随后,身着盛装的张丹峰优雅亮
相,绅士气质立刻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张丹峰佩戴着天王表

“征服者”新品腕表,酷雅型格,硬朗绅士之范,举手投足之间的
魅力,让人心动不已。活动最后,张丹峰亲临大商集团郑州新
玛特金博大店，与现场热情的观众及粉丝分享了自己的时尚心
得以及对从容绅士文化的理解。在天王表专柜，张丹峰零距离
品鉴了天王表 30周年新品腕表“征服者”系列，并在现场签名
留念对“征服者”新品发布会进行了完美见证。据悉，天王表

“征服者”系列新品现已在全国各大商场专柜上市。 （赵钰）

3D 硬金先进的制造工艺，大大提高了黄金的硬

度，克服了传统足金首饰硬度低、易磨损、不易保持细

致花纹的缺点，使得 3D 硬金首饰更耐磕碰，不易变形

不易刮花，佩戴更持久。3D 硬金工艺制作的首饰，立

体感强，精致、轻巧，同体积的饰品重量仅为传统硬金

的 1/3，同等克数下更显体积大，送礼倍有面子。

3D硬金

18K 金不仅有着坚硬的质地，硬度与耐磨

性，能更牢固地固定钻石。并且由于和其他金

属的结合，有着非常多的色彩，最常被用来打造

钻戒的是 18K 玫瑰金以及 18K 白金，不仅价格便

宜，还时尚美丽。

18K金

钻饰用来送给爱人再合适不

过了，钻石闪耀出知性睿智的动

人光芒。珍贵、坚硬、璀璨的钻

石，是备受欢迎的宝石，也具有很

好的收藏、投资价值。

钻饰

银能杀菌消炎排毒,长期使用,可以起到

加速身体新陈代谢、增强抵抗力的作用。银

制品在一定范围内能产生磁场,释放大量的

银离子,激发能量,经常佩戴纯银饰品，可以

有助体内毒素排出。

银饰

珍珠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更能体现出女性的温柔。衣着时

尚的女性可以选择简单的款式，喜欢奢华感的则可以购买珍珠

配镶钻石的款式。硕大、圆润，有着独特的高雅与尊贵气质的

珍珠非常适合送长辈。

翡翠作为中国传统的配饰，是最具有寓意的

饰品，翡翠也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宝石，最适合

送给父母长辈。翡翠低调中显沉静气质。一些

具有好的寓意的手镯、戒指、吊

坠都能彰显出翡翠的独特魅力。

翡翠 珍珠

都市独白系列

星辰大钻系列
能量宝贝系列

成人礼系列
意大利珠宝设计大师 安东尼奥·兰多作品：
太阳、月亮、华尔兹系列

钻戒，被喻为“爱的语言”。

被作为爱情和婚姻的重要代表

物，钻石是宝石中最坚硬的一种，

几百年以来，坚不可摧的钻石与

永生不渝的爱情联系在一起，把

钻石作为表达爱意、传递爱情的

最佳礼物。结婚买钻戒已成为一

种时尚和有着特定象征的意义。

中原珠宝城

钻戒

天玑珠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