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位于中山路的国
货陈列馆侧面，“友阿婚庆生活
馆”七个字尤为醒目。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该栋楼导视牌上看到，
如今仅有一层部分区域销售黄
金珠宝，其余区域则经营如婚纱
礼服、情景婚房、婚纱摄影等婚
庆产业链上的其他产业。

店内一工作人员华小姐介
绍， 此前经历了约半年时间的
经营调整， 该店于上周开始重
新营业，“消费者进入体验馆
后， 从婚房装修到蜜月旅行结
束全部的婚庆消费都可以‘一
条龙’完成。”

据了解，2014年，国货陈列
馆首次重装营业时， 主营的商
品为友阿集团自营品牌友阿黄
金，款式多达1万余种，包括婚
庆系列、彩宝镶嵌、精致黄金、
定制系列以及国货陈列馆纪念
系列等商品。

除了积极谋求转型的友阿黄
金国货陈列馆外， 长沙其余大型
珠宝卖场似乎也纷纷开始转行。
也是在上周， 主打特色美食经营

的华远悠游港开门迎客。 一年前，
这里曾是华远汇成珠宝所在地。

彼时， 聚集了各大珠宝品
牌的汇成珠宝打出“国内首家
珠宝主题购物中心”的旗号，却
成为了2017年下半年长沙闭门
歇业的首家商业体。 经过一年
时间的经营思路调整与招商
后，以“美食”、“休闲”的概念定
位重新营业。

采访中， 三湘都市报记者
还发现， 过去几年快速扩张的
大型珠宝广场似乎都不如预期
的红火。如，由步步高集团全资
子公司湖南执金国际珠宝有限
责任公司运营的首家形象旗舰
店执金珠宝城已闭门歇业进行
业态调整。

在芙蓉中路上开出整栋珠
宝卖场的玛丽莱珠宝， 其位于
南门口的分店也已大门紧闭。
据该门面房东表示， 虽然与该
品牌合同仍有一年才到期，但
其已停止营业， 因此才重新将
这一经营面积约为200平方米
的门面重新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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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模式遇尴尬，“小店”模式会更顺？
长沙市内大量珠宝卖场经营并不理想，有的转型有的撤场，品牌专卖店则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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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玛丽莱钻石珠宝城在“长沙金融街”首开大型珠宝
卖场先河；4年前，颇受市民关注的长沙国货陈列馆以“打造省
内最大黄金卖场”的新姿态亮相中山路；2年前，有河西商圈最
大黄金珠宝城之称的执金珠宝城在梅溪新天地亮相……

然而，经过数年的集中发展，“黄金满城”的状况却并未如
期到来。8月10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市内大量珠
宝卖场纷纷遭遇经营尴尬，有的开始主动转型，有的则关门撤
场。与此同时，由品牌开出的专卖店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黄
兴南路步行街上就汇集了近十个品牌。

珠宝城“大店”模式遭遇尴尬，小店是否能够将这条市场的
路走得更顺？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郑晨红

进入2018年的下半场，各
大珠宝品牌的财报成绩一扫前
两年的“阴霾”。8月10日，三湘
都市报记者统计发现， 前两年
略显低迷的珠宝市场， 在2018
年迎来了集体“大翻盘”。

香港珠宝品牌周大福发布
的2018财年年报显示， 截至
2018年3月31日，该集团全年实
现营业额591.56亿港元，同比增
长15.4%。 据历年统计数据显
示， 这也是周大福自2015年期
营收连续3年下滑后的首次上
涨。报告期内，周大福内地零售
额由占比约九成的珠宝业务推
动，增幅达14.0%。

另一珠宝品牌谢瑞麟也在
早前公布，预期截至2018年2月
28日的2018财年， 其股东应占
盈利较2017年同期大幅增长约
一倍。 该公司也对外发布称，
2017至2018年度中期业绩，营
业额较去年同期上升11.8%至
17.33亿港元。

而六福集团发布的2018财
年中期业绩公告也显示， 在截
至上年9月底的6个月内， 该公
司共取得收入63亿港元， 较去
年同期增长14.9%。其中，来自
中国内地市场的收入为21.62亿
港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5.5%，
占集团总收入占比达34.4%。

此外， 周生生也曾公开
表示，2018年，该集团计划在
我国内地， 透过产品及品牌
差异化适应消费需求的变
化， 加强线上渠道的服务体
验， 保持新增开设约 50家新
店的步伐， 重点在于深化市
区市场渗透率。

最早在五一商圈占据黄
金码头的克拉海洋与世纪情
珠宝广场，比起过往的繁华，
如今已略显低调。8月9日，三
湘都市报记者前往世纪情珠
宝搬迁后的原五楼物业时发
现， 该商场大门无法从外部
自行打开， 而需要按门铃等
待店内的工作人员开门。店
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自从
店铺由一楼搬至五楼之后，
店内已不做黄金钻石生意，
只有玉石可以卖。

作为过去贵金属消费品
市场的“硬通货”，黄金及黄
金饰品近些年来市场行情变
化， 显得有点难以捉摸。8月
10日，FX168财经集团对外
发布信息称， 受强势美指影
响， 现货黄金的反弹势头再
度停滞， 投资者目前对黄金
的热情较低， 因此市场缺乏
打破区间的力量。

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也
曾表示，近年来，国际黄金
现价屡现急跌，不少在前些
年抢购的消费者深套其中，
“受金价下跌影响， 黄金珠

宝投资需求萎缩，从而致使黄
金珠宝企业的周转下降，存货
减值的负循环对行业内所有
企业造成沉重的压力，利润空
间缩窄。”

即使如此， 店铺的租金和
营运成本显然并未降低，以“大
店”的模式进行经营，不仅要大
量压货抬高成本， 也要承担每
日都需要面对的到店客流、成
交额等诸多压力。 在当今的市
场情况下， 黄金是否仍适合以
“大店模式”进行经营，这可能
要打个问号。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过去
的大店“疯长”很大程度上是受
市场需求的推动， 而当这股热
情趋于冷静， 便也将促使资本
重新考量这种经营模式的市场
生存空间和合理性空间，“今后
的消费者，越来越讲究个性，他
们或许更喜欢走街访店的淘
货， 享受挑选一款心仪饰品的
乐趣，单纯讲究‘克数’、‘重量’
的欣赏标准已经成为过去。”他
认为， 这也是品牌开始从自身
产品寻找市场突破口， 以专卖
店或精品集合店模式进行经营
的主要原因之一。

变化

卖珠宝的大店开始转行

虽然珠宝大店的日子不如
前几年风光， 但各黄金珠宝品
牌开设临街店铺的激情却并未
减少。

8月10日，记者在黄兴路步
行街走访发现， 整条街道上的
黄金钻石珠宝店多达十余家，
这其中， 仅克徕帝钻石一品牌
就有4家门店。此外，这条街上
还汇集了如张万福、中国黄金、
中国珠宝、周大福、周九喜、明
牌珠宝等多个黄金珠宝品牌。

临近七夕， 商家们做活动
的热情高涨， 推出了许多促销
活动。例如位于黄兴中路上，从
原本5000平方米的大店缩减至
2000平方米左右的克拉海洋，
推出店内首饰首件89折，第2件
88折的活动， 而周九喜珠宝的
门外，则贴着“买手镯、吊坠送
DW手表”的大幅海报。

来自湖南省内珠宝品牌张
万福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
年4月底，该品牌在全省的门店

数已达230家， 如果算上湖北、
贵州等地的分店， 全公司店铺
数则达近300家。

“省内店铺主要集中在长
株潭等湖南中心城市， 三四线
城市门店数占比约为15%，主
要城市的销量占比高达72%。”
湖南张万福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过去的讲排场，要面子，
到如今的更加注重个性和消费
体验， 消费者购物观念的转变
似乎也在推动着珠宝商家们主
动寻求改变。

作为由湖南本土发展起来
的品牌， 张万福在专卖店的开
设上也开始走高端路线。今年5
月，该品牌旗下首家“优品店”
就在张家界正式亮相。 张万福
珠宝运营总经理李纲介绍，与
其传统的珠宝店铺不同， 这家
集合了张万福旗下最高端产品
和全新店面设计的“优品店”，
将带给消费者更独特的产品设
计及舒适的佩戴体验。

小店疯长，大量湖南本土品牌扩张

原本位于五一商圈黄金位置的
世纪情珠宝， 搬至5楼后需要顾客
按门铃才能打开。 记者 朱蓉 摄

玛丽莱钻石南门口店已关门歇业，原门面正重新招租。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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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店的规模效应究竟应如何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