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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品牌如何焕发光彩珠宝品牌如何焕发光彩
——深圳创新推动黄金珠宝业发展调查

新 机 制 激 发 新 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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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为我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集

聚区，自 1981 年首家珠宝生产企业在罗湖区水

贝片区诞生以来，企业聚集效应不断叠加、持续

放大。如今，深圳水贝—布心黄金珠宝产业集聚

区黄金、铂金实物提货量已占上海黄金交易所实

物交割量的 70%，钻石实际使用量占上海钻石交

易所进口额的80%。

作为业界风向标，面对行业新的发展期，深

圳市黄金珠宝产业该如何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

产业链水平，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

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目

前深圳黄金珠宝产业在要素交易、研发设计、智

能制造等环节相对薄弱，产业转型升级迫在

眉睫。

全面优化产业链条

打开微信小程序，用户动动手指，就能参与

黄金珠宝产品设计，在线预览产品的 3D 模型

——这是深圳金雅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去年 9

月上线的云定制系统。该公司品牌部总经理肖

莹洁告诉记者：“我们在小程序中甄选了千余款

个性产品，提供海量款式，并提供超过 110 种场

景分类，满足用户各种类型选择。企业、个人用

户可通过小程序参与设计，快速获得报价，并凭

借 3D智能研发制造中心满足小批量个性化定制

的生产安排。”

“面对黄金珠宝市场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

个性化的特征，我们通过整合产业供应链资源，

将国际最先进的制造技术有效结合，推出了黄金

珠宝行业数字化云定制平台，形成业内最大的黄

金珠宝3D智能制造研发体系。”肖莹洁说。

金雅福只是深圳黄金珠宝企业快速发展的

一个缩影。记者从罗湖区税务局了解到，截至

7 月 13 日，罗湖区拥有珠宝商事主体 18623 家，

以其逐步形成的完整珠宝产业链孕育出周大

生、爱迪尔等 40 多家国内知名终端及批发品

牌，吸引了金一、中国黄金等 10多家上市珠宝

企业入驻。

“黄金珠宝行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

量发展，存在着巨大市场空间和想象空间。”深圳

市罗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周建军告诉记者，

“作为深圳传统优势产业之一，黄金珠宝业目前

虽已形成一定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

但从全产业链来说，短板仍比较明显。加工制造

和展示交易是我们的强项，前端的原材料交易、

设计研发、人才培养三大环节仍相对较弱。”

如何补齐短板？深圳瞄准黄金珠宝产业的

痛点、堵点，实施补链、强链工程，以改革创新引

领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提出，要像培育新兴产业一样，在黄金

珠宝这个传统行业也实施链长制，由区委书记亲

自挂帅担任链长，推动产业补链、强链、稳链和延

链，加速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高质量发

展。”周建军说，“具体而言，我们计划稳步推进实

施‘十大工程’，打造‘一基地、五中心’。”

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4 月 20 日，罗湖

区还成立了黄金珠宝产业链党委，把党组织建在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充分发挥党组织协调

各方的优势，推动链上资源高效配置，实现链上

企业互利共赢。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链党委书

记王振告诉记者，党委下设 31个党组织，将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人才培养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此，罗湖区建设了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的设

计师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五期“水贝·璀璨之星”

设计师海外游学计划，资助 60 多名设计师赴国

外学习；成立深圳市珠宝首饰设计师协会，并在

意大利设立首家海外分会。

随着创新活力持续激发，“深圳设计”的招牌

不断擦亮，企业品牌化发展也有了优渥土壤。周

六福便是伴随着水贝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区成长

起来的品牌。在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伟柱看来：“深圳黄金珠宝行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关键时期，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庞大的市

场足以支撑本土品牌成为国际品牌，并且成功概

率会越来越高。”

提升要素交易效能

虽然目前产业规模大，但记者采访发现，多

年来，深圳黄金珠宝产业面临的痛点一直存在。

“比如钻石、彩宝等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去年受

疫情影响较大；过去企业分散发展采购，导致在

产业上游没有太大话语权；缺乏重要的政策引导

和服务，形成企业部分不合规经营风险。”深圳珠

宝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魏翔告诉记者。

如何破解难题？周建军告诉记者：“从全产

业链发展来看，要素交易环节是薄弱环节。对此

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一是建立珠宝玉石保

税服务（贸易）平台；二是与上海钻石交易所合

作，现已成立了相关主体，未来将在深圳开展异

地保税看货业务。”

深圳海关所属笋岗海关副关长骆德海告诉

记者：“去年 10 月 21 日启动的珠宝玉石保税服

务 （贸易） 平台是一个保税综合服务平台，纾

解了深圳珠宝玉石产业过去以个体公司为单

元、交易平台缺失、采购成本高、产销分离及

相关配套服务不足等困境，为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平台建设之前，国内企业普遍要到香港、泰

国等地看货采购，成本高、风险大。国际卖家想

进入中国市场，也需要先交易进口，再分销交易，

因此普遍选择在香港交易。”魏翔进一步解释，

“平台成立之后，通过海关政策叠加组合，实现制

度创新，我们建立了新的保税物流供应链集中看

货采购模式，实现了国内珠宝企业不出国境，水

贝看货，先交易后缴税，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自平台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一系列业务创

新，取得了良好成效。”魏翔告诉记者，截止到今

年 4月底，该平台累计完成珠宝玉石产品进出境

总额 5亿多元。未来，平台还将逐步应用物联网

等高科技与保税业务场景相融合，实现“保税物

联”，进一步提升贸易效能。

“我们希望水贝甚至中国的企业主动参与国

际珠宝玉石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提升我国黄

金珠宝产业的国际话语权。”魏翔说。

将“知产”转化为资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为此，深圳黄金珠宝产业着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为企业原创设计提供了

坚实后盾，更成为珠宝企业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

的“资产”。

“黄金珠宝行业的进货一般为现款现货，账

期非常短，购进大量货品对公司现金流影响很

大。去年受疫情影响，我们一度资金十分紧张。”

深圳诗普琳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晖告诉记者，

“在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持下，我

们以 3款外观专利作为抵押，通过罗湖区版权证

券化一期产品获得了 800 万元贷款，顺利将‘知

产’转化为‘资产’，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周建军告诉记者，“目前，我们正积极争取深

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通道覆盖黄金珠

宝领域，以实现黄金珠宝行业内的快速授权、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并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联

盟的建设，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建立交

易可信的产品溯源平台”。

“我们就做两件事：保护原创、明白消费。

对上游保护原创、对下游明白消费。”深圳市罗

湖区真品溯源珠宝技术研究院院长胡小凡表

示，该平台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合作研发全国

首个珠宝领域知识产权保险，并制定 《饰品创

作证据认定标准电子固证法》 等行业标准，

2019 年至今已为 100 多万件原创珠宝首饰保驾

护航。5 月 13 日，平台组织珠宝企业签署了黄

金珠宝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纠纷化解自律公

约，目前已有 100 多家企业加入，今年还将组

织500家珠宝企业加入其中。

向智能制造升级

“未来已来，欢迎你来。”在深圳智未来首饰

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进向记者展示了当前珠宝智

能制造全过程：“仅需 1 个工人、1 台电脑，连接 1

台 PLC 和 12 台数控机床，即可控制整套加工系

统；通过终端门店实时定制，消费者可以实现珠

宝 DIY——让大家都能享受到珠宝定制服务。

这将破解行业劳动密集型难题，实现标准化、个

性化、批量化F2C定制珠宝首饰生产。”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起，罗湖区陆续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引导企业向规模

化、高端化、智能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通过实施

技改投资倍增计划、机器人替代计划等，持续强

化产业发展内生动能。

“目前，我们正从原材料、人才、研发、设计等

各个环节着手，推动行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周建军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由制造

中心向‘智造’中心转变，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

转变，由工业制造向消费品牌转变，由规模生产

向高端定制转变，由国内龙头向国际知名转变，

全面促进产业向智能化、规范化、品牌化、专业化

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为促进行业良性发展、有序竞争，加强行业

质量检测服务必不可少。“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

持以技术引领，规范行业发展。”国家珠宝玉石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NGTC）深圳实验室副主任黎

辉煌告诉记者，他们的检测范围已涵盖整个产业

链，并与 NGTC 深圳珠宝研究所合作研发了足

金、玫瑰色金合金等标准样品，开发出一系列珠

宝检测仪器，参与制定了多项行业标准。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第二大钻石消费国，也是彩宝翡翠主要的消

费市场。深圳市作为我国黄金珠宝业规模最大的集聚区，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

与全新的市场需求，该如何实现黄金珠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记者深

入采访发现，目前深圳黄金珠宝产业规模虽大，但产业链条仍有待完善，产业转

型升级迫在眉睫。

创新是根植于深圳城市发展的基因密

码。黄金珠宝业作为深圳传统优势产业之

一，在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机遇与挑战时，创新

带来的创意、创意激发的创新，成为行业迈向

价值链高端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三者协同统一的助推器。这也为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益经验。

对于深圳黄金珠宝业发展而言，创新首

先源于体制机制的革新。罗湖区政府联合深

圳海关创新搭建的珠宝玉石保税服务（贸易）

平台，不仅有效提升了产业发展亟需的要素

交易环节效能，且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纾解

了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发展困境。在行业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展的情况下，平台的搭

建有效修复打通了产业外部循环和通道，并

进一步集中资源推进国内消费，为黄金珠宝

产业阳光化、合规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支撑。

创意设计是黄金珠宝业发展的核心所

在，也是产业链强链的关键所在。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活企业创新与设计师创

意的根本保证。打造真正让设计师大胆创

意、让企业放心投入的良好生态，成为反哺行

业创新、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随着产业链条的持续完善，创新创意的

思维与模式被融入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深

圳黄金珠宝企业持续从创意设计、品牌 IP、工

艺生产等多维度全面创新，从以生产制造为

主逐渐向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转变，从贴牌

加工转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抢抓发展新机

遇，成为推动行业实

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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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深圳市周六福珠

宝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珠宝展

厅内，工作人员正在向顾客

介绍珠宝产品。 邹羽涵摄

图① 深 圳 青 年

珠宝设 计 师 杨 光 在 设

计珠宝。 邹羽涵摄

图② 深圳青年珠

宝设计师杨光设计的羽

毛饰品。 邹羽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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