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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日前， 丹麦珠宝品牌潘多
拉发布2017年一季度销售业
绩。数据显示，在该季度内，该品
牌销售额增长9%， 净利润也上
涨了4.1%， 中国区域销售增长
表现更是亮眼。

以潘多拉为代表的年轻珠
宝品牌的迅速崛起， 正是年轻
消费群体逐渐成熟， 消费力不
断释放的写照。另一个现象是，
因业绩下滑而换帅的Tiffany
刚刚上交一份不太令人满意的
年报成绩单。周大福、周生生等
过去持续强势的传统珠宝品牌
无不面临窘境。

在长沙， 设计更加年轻时
尚，“入门门槛” 相对更低的年
轻珠宝品牌也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

珠宝年轻化趋势愈显

“每一季都会推出新款，可
以按自己的喜好搭配， 觉得挺
时尚。”5月10日，前后已购买了
十余颗潘多拉串珠的曾小姐告
诉记者， 最近身边很多年轻女
性朋友都开始佩戴这种DIY首
饰，“自己也跟着入了坑”。

据了解， 在过去名不见经
传的潘多拉近两年在长沙快速
发展。 自2015年进入长沙市场
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已分别在长
沙海信广场、王府井百货和悦方
ID�Mall先后开出了3家门店。

同日， 在长沙海信广场一
层潘多拉专柜，记者看到，主要
以瓷釉、琉璃搭配925银材质设
计的串珠颜色、形态各异，消费
者选购尺寸合适的手镯后，可
按喜好另外挑选串珠进行搭
配，单颗价格从300元左右至数
千元不等。

刚刚公布的该品牌2017年
一季度业绩显示，中国市场销售
额同比大幅增长125%至6254
万美元。而在该品牌全球新增的
58家门店中，有19家开在中国，

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潘多拉大热之外，施华洛

世奇等品牌近日的表现也颇
为亮眼。施华洛世奇对媒体公
开表示，采用“快时尚”风格设
计方式的高端系列在中国市
场销售情况不错，将考虑在中
国以外市场推广该线产品。

品牌纷纷跟风“DIY”概念

捕捉到这股珠宝品牌“快
时尚” 风潮的当然还有更多卖
场。5月10日， 在友阿珠宝国货
陈列馆店，记者看到，该卖场引
入了珠宝品牌Trollbeads，同
样以串珠DIY为主要销售形
式。“虽然少有传统的贵金属材
质，但因为造型时尚、富于变化
受到很多年轻女性消费者的欢
迎。”该专柜导购如是介绍。

此外，去年年底刚开业的
执金国际珠宝城，也随处可见
DIY、轻奢设计等概念元素。在
该珠宝城2楼，一家主打DIY皮
革、饰品混搭的年轻潮流品牌
十分显眼。据执金珠宝公司总
经理徐浪介绍，如此设计主要
为了迎合年轻人目前对珠宝
饰品不断变化的需求，“价格
亲民、富于变化、潮流时尚是
最大的特点。”

2016年，周生生内地同店
销售下滑13%；六福集团2017
财政年度第三季度黄金同店销
售较去年同期下滑11%， 黄金
(重量) 同店销售较去年同期下
滑19%； 周大福公布的2016至
2017财年中期报告显示， 公司
在2017财政年度上半年营业额
为215.26亿港元， 同比下滑
23.5%， 净利润为12.22亿港元，
同比下滑21.5%……

传统珠宝品牌正面临着黄
金饰品市场不断缩小， 亟待研
发新产品品类解决困境。 这其
中， 如周生生便顺应市场潮流
推出了charme系列串珠，周大
福 也 于 去 年 下 半 年 推 出
tsumtsum系列串珠， 迎合时
下最火热的串珠珠宝DIY风潮。

快时尚珠宝饰品悄然“逆袭”
珠宝市场跟风年轻化个性定制 多家“老字号”面临“换装减龄”

为了提升资产配置在投资
中的地位，5月11日， 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指导和支
持下， 华安基金与中证指数公
司联合主办“论道·FOF及大类
资产配置高峰论坛”。华安基金
指数与量化投资事业部总经理
许之彦在会上表示，FOF是基

金资产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 基金多元化发展带来的
基金选择困难和客户需求不够匹
配， 客户风险收益特征可以通过
FOF得到一定程度满足， 华安黄
金ETF有望成为资产配置中重要
的另类投资标的。

基金资讯

华安黄金ETF成为资产配置重要标的

一直规避科技股的“股
神”巴菲特自去年连续买进苹
果股票。在日前举行的伯克希
尔股东大会上提及科技股议
题时，股神直指自己错失投资
谷歌和亚马逊的机会。正在发
行的嘉实前沿科技沪港深拟
任基金经理张丹华，早已发现
巴菲特近些年对科技股态度
的转变，他认为科技已经是人
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未来的投

资组合中科技股不能被忽视。正
在发行的嘉实前沿科技沪港深
基金将投资方向瞄准了A股和港
股当中的前沿科技股，并且是掌
握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龙头科
技公司， 可谓为张丹华量身打
造。张丹华目前管理嘉实全球互
联网基金， Wind数据显示，截至
5月5日，该基金今年以来净值增
长率为15.57%，最近一年净值增
长率为22.19%。

“股神”承认错失科技股
跟着嘉实张丹华投资前沿科技

与股票市场接连不断的话
题热点、 大起大落的投资业绩
不同， 债券市场的涨跌多数时
候并没有那么明显， 多了份寂
寞和冷落， 更加考验基金经理
的专注和坚守。 自进入证券投
资行业以来， 新华基金于泽雨
一直专注于债券市场的投资和
研究， 目前其管理的公募基金
产品全部为债券型基金， 在纯

债基金、增强型债基、分级债基以
及定期开放式债基等各类债券基
金产品中游刃有余， 且任职以来
全部获得正回报， 各产品的业绩
表现均稳居同类前列。 凭借出色
的收益能力， 于泽雨管理的新华
纯债添利债券基金还一举夺得第
十四届金牛奖“三年期开放式债
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大奖。

■黄文成

新华基金于泽雨：
债券基金稳健收益的“守护者”

声音

2月5日， 一直备
受消费者喜爱的奢侈
品 珠 宝 品 牌
Tiffany&Co发布公告，
宣布撤换CEO人选。
原 CEO� Frederic� Cu-
menal即刻下台， 由集
团现任董事长Michael�
Kowalski 担 任 临 时
CEO， 并着手寻找新
人选。CEO下台原因，
Tiffany表示是由于前
任 CEO 任 职 期 间
Tiffany业绩不佳。截至
2016年10月31日的第
三季度，Tiffany同店销
售额已连续下跌四个
季度。

相比新晋品牌的
持续攻城略地，Tiffany
显得有点儿增长乏
力。 在记者的随机采
访中， 数名曾热衷于
购买该品牌银饰系列
产品的女性消费者表
示，感觉该品牌“近年
来变化不多， 一直靠
着经典款撑门面。”

一位长沙在珠宝
行业已经营了7年的
资深从业人士就认
为， 消费者的口味变
化速度永远超过想
象，黄金、铂金，甚至
是钻石等传统概念里
的高档珠宝饰材也可
以尝试一些个性化的
变化，“传统的珠宝观
念亟待更新了， 像克
拉钻戒、 大金手镯固
然有客群， 但讲究个
性、 快时尚风格的珠
宝则更亲民， 更有市
场活力。”

新市场更讲究个性
传统观念亟待更新

本报 5月 11日讯 5月 9
日， 长沙至益阳高速公路扩容
项目土建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这是我省高速公路土建
工程首次采用电子招投标形
式进行招标。

据了解， 湖南省交通建设
工程电子招投标系统是省交通
运输厅为构建我省交通建设工
程项目公开、公平、公正、便捷、
高效的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平台
而开发。

电子招投标系统的采用，
较传统招投标方式有诸多显著
优势。一方面，电子招投标系统
采用后，招标文件、图纸以及投
标文件均为电子版， 避免了以
往招标中厚重招投标文件的纸
质印刷，节约了大量纸张，降低
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系统进
一步优化了招投标流程， 简化

了交易环节，投标人报名、招标文
件购买、答疑补遗、投标文件递交
等均在网上进行， 有效提高了招
标人与投标人的沟通效率。

同时， 此次开标过程中，投
标文件拆封、唱标等工作，均在
电子招投标系统内高效操作。投
标人只需用CA数字证书直接解
密投标文件，电子招投标系统软
件自动识别相关数据并进行唱
标，有效提高了开标数据的准确
性。电子招投标系统还以先进信
息化手段替代传统人工操作方
式，以往开标现场需七八个工作
人员配合，目前仅需两人即可轻
松完成。另外，电子招投标系统
在信息公开、在线监督、防止围
标串标行为、有效规范招投标市
场方面均较传统招投标方式有
明显优势。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王亮 黄金美

我省高速项目首次启用电子招投标

一名女顾客正在选择首饰。珠宝市场年轻化趋势愈显，“快时尚”风格的设计正在走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