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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总第64期双月刊

	 日内瓦SIHH高级手表沙龙，去年已经改期在1月举

行，很果断的与Basel	World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且不评

论顶尖集团的策略如何，这的确让媒体和嘉宾们有些气

喘，至少以后每年春季都要到瑞士跑上两趟。

	 SIHH现场一如往届的严谨与端庄。明净的色调、优

美的线条、温柔的鲜花和彬彬有礼的服务生，悄悄的在

细节处以最实用的奢侈加深你对贵重和恒久的印象。展

品当然不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还是那些表，所谓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真正爱表的人仍会在点滴

处体味到进化的激情。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

岳，高级品牌自然都有一套让你心驰神往的招数，而正

是这种华丽的竞争，让我们能够深切的呼吸到高级、细

致、美妙、久远、惊艳等一切充满享受意味的空气。

	 高端品牌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没有丝毫松懈，看不见

刀光血影，比拼的是深厚的内功。在无形中以剑气喷薄

环宇，找寻一峰，从此与众不同的屹立。而有更多的后

来者大声叫好后，潜心修炼，在日月华光下细细打磨时

间。首届GTE（瑞士独立制表师展）就聚集了一群充满

活力，追求创新的另类品牌和青年制表师，他们与SIHH

展同期展出，技术不俗，价格不低，吸引了不少眼球，

更让竞赛的花园生趣盎然，色彩斑斓。

	 领先者必须保持舍我其谁的气势，而追随者更要有

挑战成功的斗志，这是瑞士表坛弥久长新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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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爵中国最大专卖店登沪

	 全球顶级奢华翘楚伯爵于2010年2月3日，为其中国最大

专卖店——伯爵上海淮海形象店暨时间回廊举行盛大开幕典

礼。国际著名影星周迅亲临现场出席开幕剪彩仪式，与各界名

流贵宾以及众多媒体共同见证伯爵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伯爵上海淮海形象店暨时间回廊不仅是目前伯爵中国规模

最大的专卖店，也是伯爵产品款式种类最齐全的专卖店。其品

牌的各款精致珠宝及腕表将在这里被一一呈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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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米茄全新自营旗舰店落户金宝汇

	 为继续履行根植中国市场114年之久的坚定承诺，并

为京城钟表爱好者打造全新一处的钟表殿堂，领先中国市

场的瑞士顶级钟表品牌欧米茄继续拓展自营旗舰店版图，

位于北京金宝汇购物中心的欧米茄全新自营旗舰店已正式

开幕。

   顶级品牌NORMANA北京首家旗舰店开幕

	 2010年1月12日，恰逢Normana	136周年诞辰，Normana

北京首家旗舰店在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开幕庆典。

	 Normana在欧洲和南美洲都有悠长的历史和深远的影

响，曾是当地贵族及航空业精密计时仪器的首选。自2009

年起，Normana开始涉入亚洲和中国市场，先后在香港、澳

门、上海、北京、沈阳、成都、昆明、宁波等地开设了十几家

专卖店。凭借着对钟表珠宝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卓越品质

及完美工艺的不断探索，Normana很快吸引了高端品位人群

的注意，成为中国顶层人群的追逐焦点。这也使得Normana

在中国的扩张之势越发迅猛，北京旗舰店的开业是该品牌在中

国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Titoni梅花表长春展厅正式开放

	 Titoni梅花表位于长春的展厅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典

礼，这是Titoni在大中华区的第十四家展厅也是华北区的第

二家。

	 这家全新的Titoni展厅能够全面展示所有系列的精品并

为消费者提供一流的服务。展厅座落于重庆路，毗邻城市

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占据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战略性位置。

   格拉苏蒂长春名表品鉴会

	 2009年12月30日至2010年1月5日期间，德国顶级奢侈品

腕表品牌格拉苏蒂在长春中孚名表行举办名表品鉴活动。活

动期间，展出大师系列、大日历系列、议员系列、小夜曲系

列以及包括梅森陀等22支珍贵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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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威登预计明年中国手表及珠宝业务将明显增长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路易威登表示，预计明年其中国的手表

及珠宝业务将呈现“十分明显的增长趋势”，并致力提升市场份额及

业务拓展至三、四线城市。

	 路易威登手表及珠宝北亚区总裁Jean-Marc	Lacave表示，全球

奢侈品行业于2009年既经历了低潮，又同时见到快速的复苏，而中国

市场的增长虽曾放慢，但于过去数月已见明显回升。“如果可以维持

当前的情况，同时基于我们过去4-5个月所见到的，我们可以说，明

年会有十分明显的增长。”Lacave说。

  “海鸥工业园”建设接近尾声

	 被列为天津市重大工业项目的“海鸥精密机械加工项目(海鸥工业

园)”建设接近尾声，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年产1,000万只机械表机心、100万只品牌表

的生产能力，年产值达40亿元，不仅成为天津海鸥集团进一步完善技

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技术核心能力的有利支撑，而且形成世界同行

业规模最大的机械表机心制造基地。

   深圳市钟表维修高级工纳入首批紧缺工种补贴行列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公布了《深圳市紧缺职业工种

技能培训补贴第一批培训目录》，“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深府[2006]125号），按照《深圳市

紧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深劳社规[2008]15号），经征求

有关行业部门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已确定38个职业（工种）纳入紧

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补贴范围”，钟表维修工高级工名列其中。

	 深圳市钟表行业从事钟表维修的人员，参加深圳市注册的正规培

训机构的培训，并经过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取得高级维修工者，

即可获得1200元的培训补贴，这个标准在2009年750元/人的基础上再

次提高。	

 中国钟表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 
 会在深成功召开

	 2009年12月29日，中国钟表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七届

一次理事会在深圳成功召开。本次大会由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协助

承办。会议主要听取中国钟表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

告；中国钟表协会章程修改报告并审议通过中国钟表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函选及协会章程函申结果。

	 同时举行的中国钟表协会第七届一次理事会选举出了新一届的

理事班底，理事长为田民裕先生、副理事长为吉勤之女士、秘书长

为丁言行女士，张遐龄先生被推荐为协会名誉会长。本届会议还决

定成立监事会，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德明先生当选为首

届监事会主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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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天乐代言飞亚达腕表

	 2009年末，在深圳凯宾斯基酒店的璀璨大

厅，香港艺人古天乐与飞亚达签约合作，正式成

为飞亚达腕表的代言人。在签约现场，古天乐先

生笑言此次与名表合作是名副其实的“携手”，

并获得飞亚达品牌方赠送的腕表。	对于可以和

飞亚达腕表合作，古天乐表示，飞亚达“极限系

列”中的表款曾作为神七出舱航天表，也曾经参

与到国际达喀尔拉力赛，这些故事很吸引人。而

自己对飞亚达所传达的“进取的生活态度”十分

赞赏，很高兴可以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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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TCH首家概念店开幕

	 贴近时尚流行脉动的SWATCH首家Ice	Dunes

时尚概念店日前正式于台北101开幕，	全新概念店

空间不大，但以时装秀伸展台为概念，墙面更运用

弹性纤维布制作主题图像，并以凹凸立体积木方式

展示腕表。

  Brosway在意大利的第一家旗舰店

	 Brosway在Italy的第一家旗舰店于2009年12月

在米兰正式开业，位于时尚与奢华的核心位置San	

Babila	 Square。此店是由世界著名建筑师Piero	

Lissoni设计完成的，计划在2010年在意大利至少

设立两家旗舰店。

	 这家旗舰店是Brosway开拓市场的第一步，也

是意大利时尚珠宝与钟表的主导企业。下一步计划

则是迈入Tuscany	Region	的Forte	dei	Marmi，再

下来就是打入罗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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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C腕表推出iPhone应用程序

	 IWC万国表iPhone应用程序，可使用户简单快捷地读取IWC万国表

网站的所有主要内容；探索IWC万国表各系列表款精致优美的趣味细

节；以及观看诠释各种复杂结构的数字动画，比如：“海洋时计深海二

号潜水员腕表”的深度计，或是“达文西万年历数字日期月份腕表的数

字日历”。还可以为“葡萄牙自动腕表”模拟上链、查看“葡萄牙万年

历腕表”未来几天的月相、以及按压“大型工程师腕表”的按钮，读取

计时时间。此外，这个程序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Try-it”（试一

试）：只需几个简单步骤，用户就可拍摄照片，查看各种表款佩戴在

自己手腕上的效果。IWC万国表iPhone应用程序的用户还可聆听三问报

时，查看关于各腕表系列产品的相关获奖影片。

  Zenith展135型机芯，庆百岁寿辰

	 2009年11月底，Zenith（真力时）向公众展出了其最为超凡卓绝

的135型机芯，以恭贺这满载殊荣的机动结构背后的制表巨擘—制表大

师Ephrem	Jobin的百岁寿辰。

	 此次，Zenith（真力时）还推出一款100枚限量版特别腕表，纪念

这一世纪之禧，并将编号100的腕表赠与Ephrem	Jobin本人，作为其

百岁寿辰的贺礼。这款腕表装配的是获得COSC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的

Elite	689型自动上链机芯，同样也是源自于Ephrem	Jobin先生在Zenith

（真力时）任职期间的技术成就。

   Corum创始人René Bannwart辞世， 
  享年95岁

	 René	Bannwart，他是钟表业的一名老将，同

时也是瑞士手表公司Corum的创始人，如今离别人

世，享年95岁。

	 Corum首席执行官Antonio	Calce在一份新闻

稿中说Bannwart的离世标志着Corum一段历史篇

章的结束。

	 “我对René	Bannwart先生深怀敬意，他在制

表历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章，他创造了一个被赋予

了尖端科技以及丰富内涵的强大品牌，”Calce说

到，“通过他的工作，精湛的技术以及无往不胜

的精神激励，René	 Bannwart在20世纪80年代把

Corum推上了制表艺术的巅峰。通过逐步灌输强大

又富于创造性的元素，从而使品牌根深蒂固并逐渐

享誉世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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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大牌因迪拜危机纷纷贱卖

	 由于迪拜陷入经济危机，2009年底的打折购物

季“反常”地提前，从11月份开始冬日大减价，世

界各名牌产品，如	Gucci、Versace等均打3—7折销

售，而且此次参与打折的多是2009年春夏季以及秋

冬季的产品，绝不怕落于潮流之后。	

	  宝格丽将Gérald Genta和Daniel Roth纳入其腕表产品系列
								

	 2010年1月15日，宝格丽集团CEO弗拉西斯科	 . 特拉帕尼先生（Francesco	

Trapani）宣布，自2010年9月起Gérald	Genta和Daniel	Roth将正式成为宝格丽品

牌旗下的腕表产品。这是宝格丽在高端精密制表领域再次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十年前，宝格丽在高端精密制表领域开发自己的专业技术。从那以后，宝格

丽在不同时期逐渐完成了一系列高端腕表制造技术的整合，用于生产顶级表壳、

表盘和表链。与此同时，宝格丽迅速拓展了在机械机芯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了

宝格丽在复杂精密机心领域的专业技能。宝格丽在	Le	Sentier	的	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的尖端制造技术融入到世界顶级奢侈品品牌宝格丽的尊贵形象中。宝

格丽品牌的新款腕表上增加了	Gérald	Genta和	Daniel	Roth标识，标志着这一强强

联手的创举。

1

2

3

    历峰集团公布其截止2009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的 
         销售报表

	 截止至2009年12月31日三个月的销售额与2008年同期相比上升

了2个百分点。按固定汇率来算，销售额上涨了7个百分点，珠宝钟

表店也都得益于日渐上升的社会需求。该数据表明，在普遍低迷的经

济环境下贸易市场依然大受欢迎，尽管这些数据只是和2008年同期

数据相较而得。这一时期的表现显示消费趋势在持续改善，12月按

固定汇率算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步入温和复苏

	 世界银行1月20日表示，全球经济危机基本结束，经济步入温

和复苏。世行在其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未来五到七年

内，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增长率或下降0.2到0.7个百分点,因这些经济

体需适应更为收紧的金融形势。世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恢复增长，

且今明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7%和3.2%，而去年则下降了2.2%。

         德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

	 	 	 	 	 	 	据市场调研公司GfK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出于

对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担忧，德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

数持续下滑，较1月份的3.3降至目前的3.2。

	 GfK称该指数表明德国消费者对德国经济复苏的

速度表示出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普遍预计走高的失业

人数打击了消费者收入预期的乐观情绪，不过，疲软

的消费环境也促使零售商尽可能采用折扣销售的方式

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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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报告

总编笔记：
	 SIHH的模式和核心是什么，她何以让人们追捧

和跟随？

	 策展人Alan	Dominique	Perrin如是说：创办这

个沙龙是因为BaselWorld	 (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展)	

不理解，也不愿意为豪华品牌开设一个专门的展览

馆，而20年后，抛弃了传统的贸易展览模式的SIHH

可以证明她成就了瑞士制表业成为奢华世界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

	 华人是最善于掩蔽心情的一类，不管是来自大

陆、港台还是新马等地，无论是媒体代表、买家、

藏表人或业界行家，很难挑起这个话题与之探讨。

或许矜持的外表包裹着他们火热的内心。

	 回到国内，细细把玩手中的VC、IWC、GP和

CARTIER，再回味厚厚的品牌资料，浓缩的日程慢

慢地在脑海展开，豁然开朗：其实SIHH也好，豪华

品牌也罢，最成功的结果就是满足了追随者的情感

需求。

	 无论以复杂机心为限量旗帜的 V C江诗

丹顿、JAEGER-LECOULTRE积家、IWC万

国、GF、RM；寻求大众情人的CART I ER卡地

亚、MONTBLANC万宝龙；高傲、孤芳自赏的

PARMIGIANI帕玛强尼、PANERAI沛纳海和VAN	

CLEEF&ARPELE梵克雅宝，还是将一枚复刻石英

表作为全年焦点的GP芝柏，他们不断的告诉我们：

是对研发和技术的永远追求，对细节无以复加的关

注，对美丽、美好和美妙的演绎，还有对艺术的无

限尊重。

	 产品价格是这些品牌希望大家暂时忽略的细

节，最关键的目标是用与众不同的完美来打动人

心，满足后的体验就是，你会因此而激动、而传

播，包括它的形象、它的故事和它的成功。

依然在严寒时刻踏上了赴约日内瓦SIHH的

旅程。

回忆去年此时，气氛是两个字：压抑！那是
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时期，一样的显赫和
奢华，一样有人来人往，爽约的是热烈的信
心和一掷万金的豪情。现实让大牌们也暗暗
忧虑这尊贵的身段将如何自处？！

很难相信，只是短短的一年，蹉跎了一季的
春天还是来了，2010的SIHH现场沸腾着信
心的蒸汽，每个角落都有热烈的交谈，各品
牌们忙碌的职员就像草一样葱笼。

SIHH的亚洲面孔越来越多了，很欣赏日本
的媒体同行，他们的超脱和敬业早已是国际
秀场上的风景，喜欢看他们背着精良的器材
骄傲而认真的工作。

SIH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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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E & MERCIER
名士以其丰富历史遗产和精湛技术，用经典、永恒

的腕表技术纪念180周年的品牌创立。精致传统的

CLASSIMA	EXCECUTIVES成为经典和复杂功能混

合的代表作。

CARTIER
不断让人惊喜的卡地亚在2010又受到热捧。

在别人迟疑的时候，CARTIER却加快步伐在

高级手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以独立研制机

心更加彰显其高贵也来自技术的非凡决心。

ALANGE & SOHNE
165年的朗格，带来一个全新款机心，延续其卓越、独特

的制表风格。LANGE-1陀飞轮腕表，给爱表一族预留了

足够的惊喜！

另外一款的SAX-O-MAX型，独特的年历、星期、大日

期、月份及月相显示，爱不释手！

2010SIHH《时刻》点评：

AUDEMARS PIGUET
爱彼2010透过环绕赛车的研发主题，淋漓尽致发挥

其锻造碳的先进技术和材料科学成就。更绝妙地在

表圈和表冠、按钮使用陶瓷技术，令人不难理解其

网上搜索处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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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
以“PORTUGAISE”闻名于世、保留了

航海员探险家精神遗产的的万国表，集合

了“实力、传统、古典、标志性款式、明

确独特的定位和创新概念”，四位数万年

历、计时、月相、三问等多项功能，谁与

争锋？！

JAEGER-LE COULTRE
2010，积家把握发挥创造力的机会，以“质量、可靠、高精确

度”的新标准，力求其每枚手表都拥有一个量身定做的机心。

左边显示日期、右边显示时间的“Duometre-Quantieme-

Luna i r e”和综合了“计时、大分钟副表盘、日期显示、

GMT、功能选择和放射形能量储备显示”的“Mas t e r-

Compressor-Extreme”，成就斐然！

GIRARD-PERREGAUX
长留青史的三金桥，优雅气度之中展示时代感，这是芝柏

的象征。

适逢Laureato系列35周年以及GP芝柏表石英表面世40周

年之庆，GP芝柏表特别限量制作40枚Laureato石英表，

以志表厂两项技术里程和坚持创新设计的优秀传统。

今天，GP芝柏表以自制机械机芯享誉表坛，但其石英表技

术研发的贡献同样在历史长河有着重要地位——当年GP芝

柏表将石英振动频率订为32,768Hz，成为制表业界的统一

标准。

GREUBEL FORSEY
一个专门研发陀飞轮手表的鬼才FORSEY，通过双

陀飞轮和四陀飞轮，凸显了机心的极端复杂性。

作为2010SIHH的新秀，展示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实用性腕表科技”。DOUBLE	 TOURBILLION	

TECHNIQUE用四个发条盒配合双陀飞轮机构，惊

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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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RAI
沛纳海以其非凡原创传承着其历史价值，以铝和

陶瓷复合材料制作的外形复古、内藏最高科技的

腕表，用八天机心完美演绎！

PARMIGIANI
继续和“BUGATTI”的合作在表坛探险，

推出新的机械飞返计时腕表。

在2010SIHH令人惊喜的帕玛强尼以其修复

的古董表和机械珍宝，让观者流连忘返！

JEAN RICHARD
尚维沙坚信能够融合传统与创新的高级钟表终将

有光辉前景。在三个世纪的悠长历史中，尚维沙

经历了多次决定性的里程碑，其中之一正是于

60年代推出的潜水表款。现在，品牌正式推出

Aquascope腕表，向昔日的创意年代致敬！

MONTBLANC
万宝龙注定在2010要所有热爱他的人喜出望外，他让

我们深深体会到“仰慕、魅力”从来都来自“创意及

卓越”，也展示了一个品牌捍卫创新的宽阔眼界。

这枚可以变脸的“Metamorphosis”，是两个年青制

表师的激情“蝶变”，我们看到了何以称为“独树一

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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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DUBUIS
拥有超卓自豪的制表技术，豪爵继续其

特立独行的制作展示其非凡个性，为制

表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力。

陀飞轮结构的三问表和双逆跳日期表，

都是上乘佳作！

RICHHARD MILLE
2010SIHH迎来的新品牌——一个不到十年，就

成为享誉全球高级钟表世界的新锐。

一个需求长期超过供应的品牌，今年把超薄陀

飞轮安装在一个碳纳米纤维底板上，推出了

RM017，清晰地传递着其非凡魅力。

PIAGET
气度优雅的伯爵表今年继续追求纤薄，推出世

界最薄的自动机心并打造出世界上最薄的自动

机心，迎接更薄更经典更高雅的品味回归。

RALPH LAUREN
高贵的时尚风格与瑞士制表技术的完美结

合，催生出一流的典雅气质。

细腻、敏感、动人，以美渗入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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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HERON 
CONSTANTIN
人类美学、机械工程、高贵材料、卓越设

计为VC打造出顶级腕表所代表的可靠、可

信、可贵！	以225年的丰富历史和经验，

江诗丹顿支持日内瓦制造向着艺术的巅峰

不断前进。

万年历计时、陀飞轮万年历、逆跳星期日

历，无一不是梦寐以求的杰作！

VAN CLEEF & APRELS
对于梵克雅宝，时间是诗歌的同义词。2010，她继续让我们

被柔美打动，细腻的手工艺珐琅表盘让非凡的梦想实现！

表盘祝福着两个白金恋人的相会，充满情感的逆跳，是时间

与爱情吻合！



30

人物 CHARACTER

31

	 	2009年末，初冬的天津早晨，没有了记忆中熙攘繁

华的城市景象，空气清新干净，一直没有说话的计程车

司机听到我们其实是要去海鸥手表集团时，马上用津味

实足的腔调说：“早说呀，光说地址还不好找呢！”，

借着他的兴奋，我问他天津人戴不戴海鸥表，他迟疑了

一下说：“其他人我不知道，我不戴表，哪里都可以看

时间，再说手表还是瑞士的好吧。不过，听说海鸥表很

好卖，外国人喜欢，他们以前不行，现在的效益变得可

好了！”

从巴塞尔侵权争议说起

	 	集团办公室并不在我们以为的厂区里镶着玻璃幕墙

的新式建筑里。挨着厂门的一排平房敦敦实实的成为具

有围墙功能的办公室，与对面的南开大学隔路相望，很

有些厚重简朴的韵味。王德明是极爽朗利落的企业家，

落座不多客套，笔者提起当年巴展的邂逅，便勾起了他

长长的回忆。

	 2008年4月4日，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博览会”

当地时间下午3点，瑞士Greubel	 Forsey公司代表带领

“仲裁法庭委员会”一行三人来到位于六号展馆的“海

鸥表”展区、对“海鸥双陀飞轮”提出质疑，认为其关

键部件——“差动结构”抄袭了Greubel	 Forsey公司的

专利设计，要求“海鸥表”方面提供“并非抄袭”的证

据，否则将按照展出规则以“当即清场、来年不允参

展”进行惩治，甚至还可能被诉讼方“紧追猛打”地索

赔。突发事件让在当时展出备受瞩目的“海鸥表”和还

沉浸在成功兴奋之中的王德明一行措手不及。

	 看着面色突变的翻译和气势汹汹来者，王德明读出

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要求工作人员

搜集一切可用的证据，特别是媒体报道过的相关文章。

同时，联系远在国内的“双陀飞轮”表设计师，准备充

足的研发证据资料⋯⋯。王德明当机立断，马上聘请了

巴塞尔当地资深律师，分析了相关的质疑材料后，要求

“仲裁法庭委员会”延后裁决时间，以便能有更充分的

时间准备资料。因为这时距离投诉生效时间仅有2个小

时，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24小时⋯⋯，看来投诉海鸥的

Greubel	 Forsey公司是有备而来，根本不打算留给投诉

对象应对的时间。

	 “当时我并没有胆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对此

发明很有信心，唯一担心是资料和证据收集不充分。从

方式来讲，我们也不屑于这么去做，一个企业的生产发

展，作为一个制造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

权，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去做的；从机心设计研发来讲，

我们具备这一能力。那个时候也感觉到压力，因为已经

不是一个企业的事了，代表了中国。”王德明回忆当时

感慨万千，颇有些激动。

	 半夜，王德明收到天津传来反馈的信息，明确“双

陀飞轮”已经申报了“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保证在

研制方案确定前已经检索过国际相关专利，不会侵权。

“现在分析，我的设计师和GF的设计师在思维方式上惊

人的相似，可以说他们在机心结构的认识和改造方案上

异曲同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很自豪有这样

世界级的研发队伍，但也不得不佩服瑞士品牌对技术、

专利保护和宣传方面的细致和迅速。这是一次非常好的

学习机会。”王德明由衷的赞赏显示出他强硬领导风格

背后的宽阔胸怀。“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要参与国际

竞争，因此我们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一个企业不仅要

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还要有知识产权的管理。当时通讯

不便，加上时差问题，相关资料都在公司里，证据查找

困难。我们也很感谢瑞士专家们的公平和公正。

	 主持鉴定这场纷争的BaselWorld	“仲裁法庭委员

会”专家维特先生，曾任职著名的品牌IWC，他分拆了

海鸥“双陀飞轮”机心、仔细观察内部“差动结构”，

并再三比照GF公司提供的专利证明。鉴定结果表明，海

鸥“差动结构”中具有GF公司专利中未有涉及的“行星

轮”，“海鸥”没有侵犯对方的专利。维特先生事后对

海鸥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款表做得非常棒！

	 “在国外，咱们国产表但凡被投诉过的，就没有

不被罚款的。海鸥表胜诉，这是中国主知识产权在瑞士

第一次打赢腕表专利官司！不只是咱们中国参展企业自

豪，海鸥无形中打响了国际知名度，太高兴了。”王德

明的兴奋溢于言表，见证过那场惊心动魄时刻的我们也

再次感受到欢欣鼓舞。

融贯中西，让新海鸥从国际出发

	 2007年4月，海鸥自主研发制造的国内首只“三问

表”、国际首创“双陀飞轮表”等产品在瑞士巴塞尔钟

表展甫一亮相，就引起了震动。著名钟表收藏家钟泳麟

先生在把玩对比海鸥三问表和自已腕上价值300万港币

的一只瑞士名表后，惊叹：“比这块声音还要好！”	

	 在这个号称“钟表奥林匹克”的顶级展会上，海鸥

让国际同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王德明十年经营，海鸥奋发图强。目前，海鸥机

心占国内机心市场40%份额，作为中国最大的专业机心

提供商，海鸥还打入了国际配套产业链，铁达时、阿玛

尼等多个国际手表品牌和时尚品牌都与海鸥合作。同

时，海鸥集团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她的目

标是打造国际化的“海鸥”品牌。现在，海鸥已成功在

建国60周年，影响中国钟表业人物系列（二）

以无限遐想 精雕完美的海鸥

 王德明，天津海鸥手

表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高级经济师，历

任多届中国钟表协会副理

事长、现任监事会主席。

1948年出生，1968年8月

参加工作，与钟表行业打

了一辈子交道的王德明从

厂一线车间干起，因为业

绩突出，先后成为科长、

厂长。 2004、2006年度

连续两届荣获天津市劳动

模范称号。是第十三、第

十五届天津市人大代表。

2006、2007年度天津市

优秀企业家。2007年，被

《英才》杂志社、北京青

年报社、新浪网、中央电

视台经济频道联合主办的

第八届中国管理100年会

评为2007年度中国管理

100人。

	 建国60周年，中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都在历史的沉浮中走向繁荣，中国的钟表业同样

在祖国的成长轨迹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海鸥集团是中国第一只手表的诞生地，曾有过

辉煌的历史，计划经济转型也让中国表业陷入困境。1995年，全国大部分手表企业全部停

产，天津海鸥手表集团也同样陷入困境，王德明此时临危受命，以振兴民族企业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十五年间不断实现了他励精图治的目标，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

业绝地重生，一举进入了世界同业之列。他是中国现代钟表业发展的重要推手，敢于到国际

领域耕耘，带领海鸥成为代表中国手表国际化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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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艺上都有很广阔的发挥空间。有上亿的手表，

没有上亿的汽车。

	 从历史上来讲，手表就是奢侈品。现在，手表传统

工艺和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现代科技任何东西都能在

手表上使用，材料、结构、珠宝，手表为设计者和工艺

者开辟了无穷无尽的空间，所以不能说手表是个夕阳产

业。我们曾一度认为手表，特别机械表，是夕阳产业，

也曾一度认为手表不需要了，因为有手机、电视。实质

上这些看法是不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需求越

来越多的凝结在手表上。手表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是各

种高科技在手表上的应用，你说这种产品怎么可能没有

市场！”

用自主知识产权助海鸥品牌重飞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是以天津手表厂为主体，

通过品牌效应整合资源延伸产业链，组建了跨天津、上

海、大连、烟台、石家庄、香港地区，由十六家手表专

业生产企业及四家合资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手表产业集群和联合体，海鸥

的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达到了50年来的巅峰。	

	 2002年至今，海鸥集团累计投入1亿多元，先后引

进了瑞士加工中心、日本数控自动车和投影仪等世界先

进设备，组建了新品柔性生产线，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

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研发能力和关键技术始终

保持世界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缩短了与世界同行的差

距。目前，海鸥集团不仅在研发能力、制造技术、生产

能力、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和出口等方面均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而且其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达到90%以上。

	 自主知识产权是海鸥表名扬国际的关键所在。“巴

塞尔侵权诉讼”这一事件，就是对“海鸥表”在“自主

知识产权”及其保护体系建设的一次考验。	而海鸥表也

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来赋予手表这种文化价值。

	 “手表做品牌需要底蕴，从机心设计的角度来讲，

它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一个品牌，特别是机械

表，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和知识产权是站不住脚的。做

机心是多种多样，这不是说一些品牌没有机心就做不了

品牌。品牌没有底蕴，就没有生命力。”

	 虽然海鸥表名扬国际，但国内的消费成熟度和整体

经济水平让海鸥同样面临还不被国人普遍认同的阶段。

	 提到海鸥在国内建成的12家专卖店，王德明对国产

品牌手表在国内的生存方式有这样的理解，“在国内，

因为受到瑞士品牌的打压，很多商场都进不去。很好体

现一个手表品牌，不是一个综合商场能体现的，所以我

们开设了专卖店。有人说专卖店经营的利润不是很多，

但是它起了展示企业文化的作用。通过杂志介绍，主要

还是以国外品牌为主，我们比不过，还是通过实物来展

示。专卖店里囊括了所有海鸥的产品，充分展示了海鸥

的产品。目前，我们的专卖店还没有个很完整的规模，

还有些支离破碎的感觉。等我们规模再大时，我们会考

虑以合作方式经营，目前的专卖店都是直营的。

简单生活，丰富人生

	 “我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产业结构是不合

理的。形成中国钟表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能结构才是发

展的方向。我们不如团结起来跟瑞士干一干。”

	 王德明的思路随时都与企业，与他呕心沥血呵护

的品牌紧密相联，关于他的生活，只是在豪迈的笑声中

用天津腔幽默了一段：“爱喝龙井茶，每年都到杭州买

茶；爱游泳，每天早上游半小时，一年四季都游；爱好

京剧，名家名段了如指掌，一听便知出自何处；爱喝

酒，但不酗酒；爱养小鸟小狗，晚上遛狗（是个喜乐

蒂），但不玩物丧志。作为人大代表，我时常提出一些

相关制造业和钟表业的建议。”

	 陪同采访的刘先生在回答我对王德明的评价时说：

“老总干得好不好，可以去问问员工的满意度。在最困

难时期，王总就拿着二百多元的工资，收入最高都是技

术工人、研发骨干。王总从来都是以企业发展为先。”

	 天高任鸟飞！纵观“海鸥”的发展历程，无论背后

是国有控股还是海外资本，不管企业的资产结构如何改

变，不变的是王德明海阔天空的胸怀与“海鸥”凝为一

体的博击精神。

年代末期到2000年，2002年海鸥表被评为了‘中国名

牌’。当时也是企业刚走出困境，打造品牌的时候，都

在赔钱，打造品牌需要大量的投资。中国人几十年、几

代人的品牌，不能在我这里丢掉。今天可能成功不了，

明天要做，明天成功不了，后天也要做。这是当时我对

自己说的。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有企业坚持做品牌

的企业为数不多，海鸥便是其中一家。当然，最近几年

来，也有不少国有企业开始走品牌路线了。做品牌是企

业的发展目标，企业的归宿。第四步就是国际化，我们

要把中国表做好，并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这是一个

最终的目标。从2007年开始，海鸥都会参加一些重要的

展会。我们以学习、交流的心态去参加巴塞尔，向瑞士

钟表王国、强国学习。然后才是展示我们的产品，去做

生意。”	

以“精密制造”创中国品牌未来 

	 被列为天津市重大工业项目之一的“海鸥精密机

械加工”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其中，“高档复杂

表”、“品牌手表”、“品牌专用机心”、“国家级研

发中心”、“电镀工艺”等一系列子项目也随工程建设

积极推进。该项目总投资10.8亿元，占地面积158亩，建

筑面积21.5万平方米。2010年10月完全竣工后，可形成

年产1000万只中高档机械表机心、100万只海鸥中高档

成品表、40亿元产值收入的规模。2010年9月海鸥工业

园将迎接达沃斯贵宾参观。待全部建成将成为天津工业

旅游重点项目。								

	 从机心制造获取了丰厚的回报，王德明带领海鸥开

始投入到品牌建设中，无论产品形象、新闻发布还是专

卖店都参照了一些国际品牌做法。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资

金投入和义无反顾的决心。

	 “当时下定决心其实很难。当时机心有了生存的能

力，但广告、品牌不仅仅是从资本角度上，还有很多方

面。其实中国产品在上世纪末以前基本没有做过品牌，

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所谓的商品没有更多品牌含量。品

牌只有它的知名度，没有它的美誉度。它体现不了产品

特性，满足不了更高品牌层次的需求。中国人真正在做

品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像飞亚达、罗西尼这些

企业就有品牌意识，适应了当时市场需求。当时九十年

代中期，中国经历了短缺经济时期，它确实得到了快速

发展时期。但在那时候，国企在改革、脱贫，在研究基

本生存问题。我们意识到要做品牌，这是条必由之路，

是条简单之路。凝结在品牌的自主核心是知识产权，比

机心都重要。手表的附加值是无限宽广，从设计、材料

瑞士开设了９家专卖店，并继天津“海鸥表文化艺术沙

龙”“杭州海鸥表专卖店”之后，开设了香港“SEA-

GULL海鸥表TOURBILLON(陀飞轮）”专柜，还筹划在

德国等5个发达国家开设专柜。	

	 “在五六年前，我带着七个海鸥机心去瑞士。当

时某钟表公司的总经理看了这几个机心连问了我两次，

‘这是你们做的吗？’我说‘都是我们做的。’他接着

对我说：‘作为朋友，我很为您感到高兴。但作为收购

了瑞士机心厂的竞争对手，我们感到瑞士一统天下的格

局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和瑞士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承认，但不可

否认中国确实在进步，谁也挡不住中国人的进步。”	

	 2009年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上，海鸥除了展示钟表，

还展示了精致的个性饰品。王德明表示：“我们会将饰

品与表结合在一起，饰品将会成为海鸥品牌的延生产

品。洪晃、杨澜等名人都戴过我们的表，但海鸥的女士

表太少了。2010年我们将推出更多的女款表。”

2007年度中国管理100人

	 2007年12月5日，由《英才》杂志社、北京青年报

社、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

国管理100年会暨双十管理盛典在北京举行。天津海鸥手

表集团总经理、天津市劳动模范王德明榜上有名，他也

是天津唯一获此殊荣的优秀企业管理者。

	 历经与瑞士ISA、香港宜进利以及周大福三大资本的

合作，王德明从来不改变“以技术立足，以品牌发展”

的企业管理理念，以劳模的坚韧工作作风不断攀登新的

险峰。

	 “1968年，十九岁我进入钟表业，已经42年了。

中专毕业从第一线的工人做到总经理，几乎没有一个岗

位我没有呆过。从电镀抛光做起到组长、车间主任、科

长、副厂长、厂长，就差食堂没管过。”

	 从1990年当厂长，到2010年1月，王德正好当了20

年的厂长。在中国钟表业，一个当了20年厂长的人基本

是绝无仅有。王德明笑称：“这也是反应我进步得太慢

呀，在这个岗位坚持了这么多年。张局长（张遐龄）曾

说我是坚持在国有企业干的，资格最老的一个。”

	 王德明由一个从技术起步的企业家走上了品牌管理

之路，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当时是为了生存，调整生产结构。我做了很多调

研，我们无法与日本人竞争，让电子表下马。调整完产

品结构后我们开始低成本扩张，重组或者说紧密合作了

多个上海、南京等兄弟厂，扩大了规模。品牌路线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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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末，陈启泰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在钟表业界，

为宝时捷表担任代言。

	 明星代言对于国际腕表品牌并不陌生，但在少有类似作为

的国产表市场领域，算是掀起了波澜。这也为我们观察中国钟

表品牌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线索。本刊专访了陈启泰先生，谈谈

他与腕表的故事，还有与宝时捷擦出的火花。

	 陈启泰凭借游戏节目《百万富翁》迅速窜红，以健康知

性的形象活跃于粤港银屏，同时涉足音乐界。主持了将近4年

《百万富翁》节目的陈启泰以精致的西装搭配多变的眼镜造

型，确立他睿智、冷静、斯文的专业形象，深得观众的喜爱。

	 除了眼镜，陈启泰同样钟情腕表，并对此次代言腕表有一

番见解。

《时刻》：您拥有第一块手表是在什么时候？

陈启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第一块手表。当时我的

父亲是经营百货生意的，当中有个销售手表的部门。我时常

有机会拿一些手表来玩，小时候就可以接触很多不同款式的手

表，所以一直对手表有着不小的兴趣。

《时刻》：那您自己花钱买的第一块手表是什么品牌呢？

陈启泰：应该是13岁的时候，我记得是一块两百多块的西铁城

跳字表。那个时候刚好是跳字表大行其道的年代。现在这款手

表五十块可能都已不值了，但当时确是所谓的走在技术尖端的

产品。

《时刻》：您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腕表呢？

陈启泰：对于品牌，我没有特别的喜好。比如有些人说事业到

了某一高度，就要买一块Rolex或其他欧洲品牌的表，但我从来

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我买手表首选的是款式，以前更看重的

是功能。价钱对我来说也比较重要，手表从一个很功能化的产

品变成现在很时尚化的佩饰，每个人拥有多块手表来出席不同

场合。我觉得手表不用买太贵，只要你搭配得好或者适合你佩

戴，这样比较重要。

《时刻》：您之前是否有佩戴过中国产的腕表？佩戴后感觉如

何呢？

陈启泰：之前真的没有，也没有拥有过。祖国近十年的发展实

在太快。以前只会买一些外国的品牌，至少是日本或韩国品

牌，还有些时尚的东西，像手表、手机。但如今的中国可生产

出不单只在功能上，就连款式都能满足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时刻》：您认为中国产品在功能、技术和款式上，现在都非

常好了吗？

陈启泰：技术上，早在十年前已经不用质疑，只是在款式上国

内朋友的要求和香港是不一样的。但近十年，内地和香港走得

很近，我觉得有些东西像服装甚至超越香港，跟国际接轨了。

《时刻》：为什么会与宝时捷品牌合作，成为代言人呢？

陈启泰：我当过很多品牌的代言人，如西服、白酒、休闲服

等。手表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消费品，但一直没有机会成为手

表品牌的代言人，这次获邀成为宝时捷表的代言人，我非常地

开心。最让我开心的地方是，宝时捷手表比较时尚，有些款式

比较年轻化。我对手表的要求，不一定要很贵，不一定要是瑞

士品牌或者是日本品牌，但我对款式要求较高，当我看到宝时

捷表款式时，我觉得跟他们合作应该是比较愉快的。

《时刻》：宝时捷表带给了您一些惊喜，是吗？

陈启泰：有些款式的确是，当然不是所有的款式。他们有一些

传统的款式，适合成熟人士佩戴。也有些年轻系列，我觉得很

不错。

《时刻》：宝时捷广告中，您保持着一贯知性的形象，同时也

有您很阳刚的一面。在拍摄打斗场面时，有没有什么特别事发

生？和那么多外国人合作拍摄，您有什么感受？

陈启泰：这个广告有点不一样。虽然我还是穿着西装，表现睿

智的一面，但他们给我设计了很多动作场面，拍出来很动感，

我挺喜欢的。我一直以来如主持《百万富翁》和一些大型节目

都是以斯文静态形象呈现给观众，没有尝试过动感。这次的尝

试，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拍摄过程，其实是蛮困难的。其中有个场景，我们当时没

有想过会有那么多动作。我们试了几个动作后，发现很适合那

个场景、环境和手表，就加入了很多动作。你可以看到我与老

外打斗的场景，我很喜欢这些画面，但难度非常高。因为我本

资料：  

陈启泰（Ken Chan），香港艺人，主持、演戏、唱歌三栖艺人。1990

年加盟无线电视工作，1998年加盟亚视，2009年签约香港有线电视。

代表作有：主持节目《百万富翁》、《香港味道》、《第一手真相》

等；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Ⅰ、Ⅱ》、《纵横四海》、《侠骨仁

心》、《鉴证实录》等；唱片专辑《最后答案》、《香港往事》，舞

台剧《仙乐飘飘处处闻》等。在众多主持过的节目中，陈启泰最喜欢

的是《香港味道》。以吃带情，说人又说情。他希望能把整个节目带

到整个广东省，发掘更多即将没落的民间传统小吃。

在刚刚落幕的华语音乐盛典2009上，陈启泰荣获“最爱流行爵士歌

手”一奖。此奖项肯定了陈启泰近年来在音乐上所做出的努力。在主

持、演戏、唱歌三者中，陈启泰最爱的还是唱歌。我们了解到，陈启

泰将推出个人原创大碟，届时我们将有机会听到独特的Ken式唱腔。

SALVATION SERIES
“拯救者” —— 陈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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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动作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另外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所

以拍起来有点吃力。

	 与老外合作，最大问题是语言的沟通，还有个是身材高度

的问题。幸好我身高也有1米8，和女主角以及其他男演员不会

有太大身高差距。另外，广告中的演员大部分会讲英语，所以

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

《时刻》：这次代言宝时捷表，对您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和机

会，对吗？

陈启泰：我很期待举行发布会，与我的Fans有个近距离的互

动。和宝时捷的这次合作，我看作是陈启泰踏出广东，拓宽自

己发展空间的一次机会。过往，我的工作主要在广东，是拍了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才让广东省外的朋友对我有多一点的了

解。和宝时捷合作是迈出了一大步，宝时捷的销售网络是全国

性的。这次是大家互相帮忙，相辅相成的一个机会。

《时刻》：手表是男性很重要的配饰，您又是位艺人，更加注

重形象，可以告诉我们您大概有多少块表吗？

陈启泰：男性本身没有太多的首饰，不像女性有很多配饰。

我还真的没有数过，经常戴的有十几块。在家中的手表包括

父亲留下的超过三四十块了。有些很有纪念价值，有些表已经

坏了，因父亲送的缘故也留下了，还有些是亲朋好友送的，每

一块手表都记载着不同的回忆。就像我有一块美国品牌的表，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出产手表计算机的品牌，这块手表对我来说

很有意义。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戴着这块手表的时候，我觉得好

棒，手上可以戴着一个计算器，当时觉得很高科技。那时候常

常会想，爸爸会不会把它留给我呢。虽然爸爸去世前没有说把

这块表留给我，但后来这块表还是属于我了。每当看到这块

表，就勾起了我和我父亲的很多回忆。五年前这个品牌推出了

这款表的复刻版，从款式到功能，再到包装都与30多年前的首

款一摸一样，发行价格也涨了不少。这款复刻版完完全全把我

带回了30多年前。

《时刻》：您认为现代男性拥有几块表比较适合？

陈启泰：在不同地区、国家生活，对手表功能要求是不同的。

我在加拿大生活过，由于当地天气太冷，如果戴一块不防水的

手表是受不了的。撇开功能性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经常外出公

干的朋友，可能GMT的手表就比较适合。

《时刻》：看见不戴表的男性，您有什么感受？

陈启泰：我觉得不戴表的男性是没有束缚的。我刚去过印度，

当地很多男人就是不戴表的。不是说没人戴，是佩戴者数量远

远少于香港。我们当时做了个小小随机调查去询问时间，发现

很多印度人都是拿出手机看时间而不是手表。可能手机的多功

能代替了手表。手表作为男性的配饰来说是很重要的。就像刚

才所说的，男性配饰本来就不多。眼镜和手表是我拥有最多的

配饰，除了手表，我家中的眼镜最多。

《时刻》：您会购买像宝时捷这样的中国品牌的手表吗？

陈启泰：当然会啦。不单只是手表，只要带点时尚元素的东

西，我都会考虑。前些年，内地的产品确实不太符合香港人的

口味。但近几年，完全改观了。我在上海、广州看到一些服装

设计得挺不错的，甚至有些比香港的还好。我看重的是设计，

不会理会它是哪里制作，或谁先引领这个潮流，只要出来的效

果好。作为艺人，对自己外表有一定要求。所以可以使我们配

搭衣服显得有品位的，我都会很留意。宝时捷是现代男性，尤

其是事业男性必须具备的一款首饰品牌。宝时捷能为现代男性

带来更好的形象和更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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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等，更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确、

完整，绝不能含混不清或者模棱两可，

以避免给合同的履行带来隐患。
● 在合同条款中须明确合同签订地，若

碰到合同诈骗时，可以有效追究诈骗者

的责任并挽回自身的损失，也可以据此

确定司法管辖等。
● 在买卖合同中，根据具体情形，可选

择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以预防对

方破产清算等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 根据具体情形，可选择约定“担保

条款”，如约定保证人、抵押、定金等

等，如此可以有效避免合同风险等。
● 约定“管辖权条款”，最好约定本方

所在的仲裁机构或地方法院管辖为佳；

如不能，也要尽力争取约定双方所在地

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如此在发生争

议时，可以尽快在本地提起诉讼，以避

免在对方所在地诉讼耗费财力与精力，

亦可避免相对方地方保护主义等。
● 约定“违约条款”，将违约处罚通过

具体的文字加以表述，如此可为将来可

能发生的争讼打下良好的维权基础。

三、签约之后

	 合同签署之后，需要做的工作包

括：原件存档；在使用合同文本时，应

尽量使用合同复印件，以免造成原件丢

失后所带来的举证麻烦；另外，还应对

于同种类合同，根据出现的问题以及新

的情形及时予以完善等。

关于签章的注意事项

	 企业签章行为，是企业承诺的表

现，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亦可能由此

带来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重要性不容

置疑。可以说，企业签章的行为是风险

的源泉，但是，如果控制得当，企业签

章的行为完全可以成为风险控制的大

门，从而将风险置于门外。对此，企业

在签章之前应当注意：
● 审查对方合同公章的真实性及经办人

的身份，确保合同的有效性；
● 对方若为公司或单位，应要求其加盖

公司或单位公章，避免出现只有授权代

表签字；
● 如果对方的公章为法人的分支机构或

内设机构，应要求其提供所属法人机构

的授权书；
● 相对方若无公章，比如为个人，则在

签字之外，以再加盖手印为佳；
● 签名、盖章应清晰可见，合同文本如

有修改处，应在修改处盖章注明，并保

留双方存留合同文字内容的一致性；
● 合同为多页的，双方均应加盖骑缝

章，且骑缝章应与合同签章一致；
● 合同签订时，以对方先行签章，再由

本方行签章为佳。

合同的审批流程

	 合同的审批流程，也是合同管理的

重要环节。注重这个环节，可以有效控

制风险。首先，合同的经办部门(如销售

部)根据具体情况，草拟相应的合同或者

根据已有的同类合同法律文本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修订而成；其次，将该合同草

稿提交给法务部、财务部等进行审核和

修改；最后，在与财务部、法务部等部

门进行沟通和协调基础上，将修改的文

本提交相应的领导进行审批等。只有完

成上述手续，才能进入正式签约阶段。

	 总之，笔者认为，合同管理作为法

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工

程，任何企业只要注意这方面的管理，

由此带来的绩效将是不言而喻的。

	 论及企业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法律。法律之于企业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从法律

风险的角度来预防和补救，亦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乃至创造价值等。然而，对于一

个企业而言，管理又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合同管

理等。依笔者之见，所有这些管理都离不开法律的指导。鉴于合同系企业与外部联系

并取得效益的最重要方式，因此，合同管理更是企业诸多管理中的核心所在。基此，

本文拟就企业的合同管理作出法律分析，以期对企业家们及工商管理人士有所裨益。

张宪忠，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
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深圳
律师协会管理指导委员副主任。

制定关于合同管理的规章制度

	 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仅为企

业提供了管理的依据，也提供了管理的

操作流程；不仅可以带来管理的效率，

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对

于合同管理，相应规章制度的制定尤为

重要。具体体现在企业合同种类的制定

（包括格式文本）、合同签订的操作流

程以及审批流程等方面，需加以规范。

签署合同的注意事项

	 根据签署合同的程序，可以分为签

约之前、签约之中以及签约之后这三个

阶段：

一、签约之前

	 在签署合同之前，需要对合同相对

方主体资格作出审查，包括对合同相对

方以及签约人的资格审查，如签约人的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权限的审查、合同相

对方的资信调查、经营状况、履约能力

以及印章等方面的审查。

二、签约之中

	 在签约的过程中，主要应对合同的

框架、条款以及签章予以充分的关注和

审查。其中，作为核心审查，应注意合

同具体条款的审查，以下作简要提示：
● 合同条款应结合合同的目的进行约

定，以使全面、清晰、准确且便于履

行。如遇事一时不能商定，应约定协商

的原则、办法、日期和协商不成的解决

办法。
● 合同的条款须明确，没有歧义，最

好具体到不能再用其他文字补充为佳。

对于合同的主要条款，比如，就买卖合

同而言，特别是关于交货地点、交货方

式、质量标准、结算方式、货物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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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数年间，北京手表向制表技术发起挑战，微

雕、深浮雕、珐琅、陀飞轮、三问、长走时等制表技术

被逐一攻破。“第一次就做好”的制表高标准，充分体

现了北京手表对“高品质”的承诺。

镶钻镂空女表，传达爱意——瑞丽
	 四款取名为“瑞丽”的镶钻镂空女表一如品位超然

的美女，在男装腕表中优雅鹤立。瑞丽女装腕表的镂空

表盘用上百颗天然钻石和红宝石镶嵌出心与箭的形状，

传达着爱心与爱意、富贵与华丽。透过镂空表面可以欣

赏腕表搭载的SB183L镂空机心，其精巧的线条设计和

精细打磨的零件尽收眼底，再配上35MM口径镶嵌96颗

天然美钻的18K金表壳，“瑞丽”系列腕表更显炫目华

丽、高贵奢华。

手卷镂空尚古系列
	 尚古系列镂空表搭载北表的SB18L手卷机心，机心

夹板和主要零件都作了镂空处理，镂空后夹板最宽处仅

有0.4毫米宽。机心所有零件都进行了认真的打磨，保留

了六个黄金套筒和鹅颈微调。尚古系列腕表仅8毫米厚，

是国产机械手表中最薄的表款之一。

CLASSIC品表

40

BEIJING WATCH
——北京手表

	 坐拥在文化古都——北京，北京手表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

北京手表始于1958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不停地在探究钟表艺术和

挑战工艺极限。1995年自行研发出陀飞轮手表，2004年推出红金限量

版陀飞轮金表，2005年中华陀飞轮以其特有的无卡度游丝，中华灵燕形

的摆夹板等独特技术风格面世，2006年以七项世界第一的手工微雕出的

“中华陀飞轮铂金钻表”惊艳巴塞尔钟表展，2007年的珐琅机心陀飞轮

表“蝶恋花”，2008年深浮雕全金机心金表“雅典娜”和中华陀飞轮三

问表问世再次证明了北京手表在中国高级腕表领域的引领地位。

技术与内涵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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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蒙(TELAMON)系列

	 该系列是以希腊神话故事中阿尔戈英雄特拉蒙

(TELAMON)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名航海家，在特洛伊

战争爆发之前曾经和另一个英雄杰森一起历经千难万险寻

找金羊毛。该系列以大跨度的设计为理念，鲜有地将贵重

的陀飞轮机心与潜水运动表结合在一起，堪称是非常大

胆、出人意料的运用。而1000米的防水深度也足以表现出

该手表的制造精密，外观的线条清晰，富有质感的打磨。

特拉蒙1000米潜水表富有的现代运动气质和粗旷风格来源

于希腊曲流模式和圆柱设计。这些设计元素结合精密陀飞

轮机心和47MM不锈钢表壳，造就其独有和特殊的生命。

阿斯马拉(ASMARA)系列

	 该系列手表以非洲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城市阿

斯马拉命名，意思是“和平的生活”。在19世纪

初，阿斯马拉城是意大利的殖民地，该城市相当部

分的建筑体现了意大利的艺术和未来主义的元素。

该系列在设计中大量地借鉴了建筑美学的元素，完

美的体现了建筑的分明层次和震撼人心的美感，而

艺术元素和中置陀飞轮机心的结合使其更具有阳刚

之美和高雅的气质，复杂的表面和粗犷的罗马数字

与独特的壳形相衬托，富有美妙的古典之美。

CLASSIC品表

	 论腕表的品牌和品质，瑞士腕表的霸主地位暂时

无他国能取代。但近年中国的腕表制造水平在不断地提

高，由OEM、ODM向自主品牌转型的公司数量也在递

增中，来自深圳的品牌Longio正是这支转型队伍中的

一员。Longio在不断学习钟表的历史文化、设计制造

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家地区的喜好、文化差异。并通过

参加巴塞尔钟表展，赢得了美誉及潜在的客户。

	 Longio以制造高品质手表、打造畅销全球的中国

本土品牌为使命，力争重塑中国钟表形象，目前主推以

国产陀飞轮做机心的高端系列手表。Longio相信与他

们共同合作的国内机心厂家能为Longio提供有品质的

产品，生产出有品质的产品是他们合作的共识。

	 Long io希望通过自身的产品向公众传播钟表文

化，并将此当做自己的历史使命。年轻一代的国人对

手表的认知和喜爱的程度越来越高，Longio想做的正

是，在传承传统、经典的同时，更多地考虑现在甚至未

来这一群体的需求，时尚、前卫，但不能被快速替代。

逐渐成为经典，这就是Longio的不变追求和梦想。

	 创建于1996的Longio，年轻、有梦想、有激情，

同时也很务实。清晰的品牌定位和独特的设计风格，相

信Longio能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让中国本土品牌畅销全球

LONGIO的使命 ——



44

发现 DISCOVERY

45

	 三年前，Tiffany联合Swatch	Group（斯沃琪集团）

合作推出腕表。2009年首次出席BaselWorld，备受关

注。以钻石和银饰著称的Tiffany，推出的腕表作品同样

以擅长的钻石和宝石表为主打，在腕表整体设计上也是

花了不少心思。

	 T i f f any腕表以其品牌首饰ATLAS系列为灵感，

推出Atlas	Lady	Cocktail、Atlas	Lady、Atlas	Gent	

Chronograph、Cocktail	Oval珠宝手表。Atlas系列的设

计灵感来自史上闻名的Atlas时钟，它由一座描绘希腊神

话顶天巨神阿特拉斯(Atlas)的塑像托着，钟面上刻有罗

马数字浮雕。Atlas	Lady	Cocktail的特大表圈耀眼夺目，

镶嵌了107颗钻石的罗马数字刻度，再配以白色缎质带及

白色珍珠贝母表盘尊显高贵典雅。另外，还有白金、红金

和黄金款式供选择。

	 Cocktail	Oval是一款很优雅小巧的表款，非常适合搭

配晚礼服，出席晚宴。椭圆形小号表盘上嵌有23颗钻石，

依然采用了罗马数字表面，配以黑色表带。简单的设计，

优雅的体现。

	 Tiffany推出腕表的时间不长，但带来的惊喜却不少。

惊艳之美
FASHION尚表

Tiffany

 风靡全球近两个世纪的珠宝界皇后Tiffany，征服了女性的欲望，使之从

感官到触感都得到至高致美的享受。令人赞叹的是Tif fany的杰作都能代代

相传，永不落伍，是真正的经典传承。Tiffany的设计颇具美国特色，简约鲜

明，化繁琐为简单，虽简单却能抓住人心。

图为：Atlas Lady Cocktail

图为：Cocktail 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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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07M
机心：日本机械机心
表圈表壳：不锈钢
表镜：蓝宝石
表带：不锈钢

2，88602M
机心：日本机械机心
表圈表壳：不锈钢+钨钢
表镜：蓝宝石
表带：不锈钢+钨钢
防水：3ATM

3，88603M
机心：日本机械机心
表圈表壳：不锈钢+钨钢
表镜：蓝宝石
表带：不锈钢+钨钢
防水：3ATM

4，88601M
机心：日本机械机心
表圈表壳：不锈钢+钨钢
表镜：蓝宝石
表带：不锈钢+钨钢
防水：3ATM

2 3

4

FASHION尚表

随时间前行
RARONE

	 随时间的脚步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雷诺的

创始人詹氏三兄弟在温州桥头初涉钟表业。1994

年，以“行事雷厉风行，说话一诺九鼎”主旨，

创建“雷诺”品牌。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停

蜕变的品牌。

“时间 . 脚步”
	 该系列四款腕表采用日本机械镂空机心，

透过镂空位可以看到机心的转动，犹如人身上跳

动的心脏。在小眼位的边缘配上犹如火车轨道的

设计，不由让你想到人生前进的道路。跳动的脉

搏，踏上生命的征程，不断地往前奋进，正表现

了该表对人生的寓意：要一步一脚印往前奋进。

雷诺也正如这系列腕表所寓意的那样，正一步一

脚印地往前奋进走出自己的品牌路线。

	 该系列选用优质不锈钢精心研制而成的表

壳，配以硬度极高且不易磨损的斜圈，再加以精

致的不锈钢实心表带（双按蝴蝶扣）。字面7时

位采用镂空效果、富有考究的阿拉伯字钉、时尚

的底纹效果、多功能的小眼设计，使你从多角度

把握时间的同时，更能让你感到“心”动的魅

力。精致而不失简约，时尚而不失优雅。

—— 雷诺“时间 . 脚步”系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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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告诉了我们什么？

刘虹辰		

《深圳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	

多年行业调查经验，对产业经济有深入的理解和分析

产经见闻

企业与社会，职场和生活，多维度的空间会产生更多的创意以及疑惑，我们需要不
同角度的视线帮助我们寻找认同或是打开思路，这些专栏作家的经验可能不关乎钟
表，但是观点也许可以成为支点。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成为《时刻》专栏作家，投稿邮箱：news@ewatch.cn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接触各种经济数字。很多

人会说，这么枯燥的数字，关我何事？其实关系大着呢，

如果你仔细听，数字是会说话的。本期专栏就想和大家谈

谈如何从数字中探寻未来经济动向，如何通过这些数字为

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找到方向，让我们活得更明白一些。

	 深圳是出口大市，对国际经济的“动静”非常敏

感，许多经济动作也都会先于全国，看深圳的经济数字可

以率先“管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趋势。1月28日，深圳

对外公布了2009年经济运行情况：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

（GDP）820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0.7%。我们再看看

2009年深圳全市进出口总额2701.5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0.4%，降幅比1-2月份收窄12.9个百分点。尽管深圳仍

然拿到了全国大中城市外贸出口十七连冠，但不要忽略一

个数字，那就是深圳的外贸出口总额1619.79亿美元，同

比下降10.6%！但降幅比1-2月份收窄7.8个百分点！收窄

7.8%和同比下降10.6%，这两个数字告诉我们：虽然全

球经济正在回暖，但出口经济形势仍然存在许多变数，更

需要重视的是，出口的生意将越来越难做。以出口为导向

的企业需要“提神醒脑”了！

	 “投资、消费、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如今出口这驾马车奔腾得“比较”迟缓，为

什么深圳的GDP反而比上年增长了10.7%？细细读数字，

你一定会发现其中奥妙：消费这驾马车跑得非常强劲，

2009年，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98.68亿元，比上

年增长15.4%。有心人不难发现，连续3年，深圳的消费

都超过了GDP的增幅。这些数字“大张旗鼓”地告诉人

们：深圳消费一片火热，用1200万人计算，人均消费过

2万。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数字，先富起来的深圳人

敢于消费，全国人民也在踊跃消费。由于国家以及去年地

方政府持续刺激消费，人们在担心通胀的预期之下，消费

的步子迈得很大。国内市场的“蛋糕”很大，全世界都在

紧盯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深圳做内销市场的商家肯定早就

“嗅”到了商机，看到深圳的消费数字，他们的步伐是不

是应该迈得更大一点，对2010年产品在国内的销售目标

是不是应该定得更高一点呢？

	 还是看数字，2009年，深圳住宿餐饮业消费品零

售额比上年增长24.0%。更让人欣喜的是，2009年，

全市金银珠宝类、汽车类销售持续畅旺，分别比上年增

长228.0%和83.5%；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

类和服装鞋帽类销售分别比上年增长72.0%、22.6%和

17.7%。这是好消息啊，这说明深圳人正向享受型及新型

商品消费转型，这是先于全国的一个大趋势，透露了无限

的商机！

	 金银珠宝类比上年增长228.0%，但一些珠宝钟表

企业在发现生意很好做的同时，也许会很郁闷地发现：

2009年的销售额增长不到100%，甚至不到50%。原因何

在？很简单：“蛋糕”大了，来抢“蛋糕”的人也多了。

此时，企业是不是应该反省自身定位，以及品牌定位，找

到更好地进军全国市场的路径，在最近两年内想方设法让

品牌更深入国民心中呢？

	 对于普通白领，这些数字又意味着什么？不断上涨

的GDP数字告诉我们：吃饱饭已经没有问题，下一步就

是工资上涨的问题，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手里如果

有一些闲钱，炒股的人要关注消费类的、品牌类的股票，

不炒股的、关注理财的人正好趁现在指数下跌去定投一部

分指数型基金，没买房的可以趁国家打压房价，在房价真

正下跌时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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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我收到一封来自全球最大的手机品牌

诺基亚全球资源和制程控制中心的邮件，他们在瑞

士巴塞尔展上寻找手机零配件的供应伙伴	 "I	 f ound	

out	 your	 supplier's	 contact	 info.	 from	 'Basel	World	

Exhibition'	and	you	are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lating	

&	 finishing	 technology"，并且在中国手表制造企业中

寻找金属件制造商(包括铸造、机加工、抛光装饰等),	

"we	are	 finding	out	 new	metal	 technology	 suppliers	

in	China	and	one	of	 interesting	market	area	is	Watch	

Case	Manufacturers	 (	 Forging,	machining,	polishing	

decoration	etc.	)"。

	 诺基亚的设计团队一直在钟表行业寻找手机设计的

灵感，力图把手表设计制造的成功技术和思路引入到手

机设计制造领域，从而获得直截了当的商业成功，这是

诺基亚这些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迅速成长为世界

第一品牌的重要特征之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诺基

亚在2002年率先采用了钟表行业刚刚成熟的真空镀膜

技术，一下子把手机的表面质量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

位，迎合了消费者对外观品质的需求，使诺基亚的金属

外壳手机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随后，诺基亚迅速超

越摩托等手机品牌，成为世界第一。

	 从诺基亚的成功路径，我们作为钟表制造企业，可

以反思一下自身的营业理念和市场取向。

	 钟表行业有几百年的历史，沉积了非常丰厚的技术

和文化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市场空间已经拥挤不

堪，从总量上也实在有限。而以手机、MP3、MP4、掌

上电脑为代表的个人电子消费产品，在30年不到的时间

里，其市场容量已经远非手表行业可以比拟。

	 但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除了软件设计、电

子芯片的开发，其基本的制造技术却属于传统的技术

范畴。如果离开了传统的机械加工、线路板制造、表面

处理，那么，消费电子产品就不能完成。因此，我们看

到，传统的制造技术被大量的应用到消费电子产品的制

造中去。

	 可以说，传统的制造技术是新兴的消费电子产品制

造的支撑。同时，新兴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成长，给

传统的制造技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一个远远超越

传统产品所能提供的市场空间。

	 将钟表制造技术嫁接到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

过程中去，将会使传统钟表制造的技术市场发生裂变，

突破钟表市场的玻璃天花板，到碧海蓝天尽情遨游。

	 以表玻璃制造企业为例，传统的表玻璃制造，千人

规模、产值过亿就是大企业。但一间表玻璃制造工厂成

功地把产品线延伸到手机视窗玻璃的生产，目前的规模

已经在20000人以上，年产值正在逼近100亿元。而真

空镀膜加工企业将产品线延伸到手机外壳真空镀膜领域

后，多家企业已经成长为数千人的工厂，也远非局限于

手表行业时所能想象。

	 事实证明，手表制造企业，将成熟的制造技术嫁

接到消费电子制造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以

视窗玻璃制造为例，新进入的市场竞争者，即使挟数十

倍、数百倍的资金实力，也无法动摇原钟表行业的市场

地位。

	 因此，笔者认为，钟表行业的企业，应该主动出

击，为我们的技术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在新经济的成

长中起到支撑和服务的作用，同时为我们自己赢取一个

永续存在的未来。

钟表制造技术对消费
电子行业的支撑作用

技术观点
1998年，率领创业团队创办了深圳森丰真空镀
膜有限公司，现任总经理。任深圳市钟表协会
常务理事、创新科技委员会执行委员		

企业与社会，职场和生活，多维度的空间会产生更多的创意以及疑惑，我们需要不
同角度的视线帮助我们寻找认同或是打开思路，这些专栏作家的经验可能不关乎钟
表，但是观点也许可以成为支点。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成为《时刻》专栏作家，投稿邮箱：news@ewatch.cn

汪友林，毕业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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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已深，看来今晚又要失眠了。起身走到客

厅，打开电视，正在播出一部日剧，《悠长假期》

（Long	Vocation）。

	 剧中的主角是男孩濑名和女孩阿南，他们是

繁华大都市东京的合租一族，机缘巧合下共同生活

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学钢琴的濑名是兼职钢

琴家教，同濑名一样，阿南也是芸芸众生中的无名

小卒，是一名平面广告模特。感情受挫且事业平淡

的阿南经常无所事事，喜欢到街尾的游戏机中心消

磨时间。有一天，打完游戏的阿南回到公寓，跟濑

名聊起了某部电影的结局。电影中的女主角最后逃

离了婚礼，跟心爱的人跑了，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夸

大了爱情的力量，但谁又知道被抛弃的新郎心里是

什么滋味呢？

	 濑名说：“人们往往关注主角，谁会在意配

角呢？”

	 “你是在说电影吗？”阿南说。

	 沉默片刻，濑名安慰阿南说：“换个角度去

看吧，就当现在是放长假，不必彷徨，不必担忧，

说不定过一阵子会有转机呢？”

悠长假期

	 是啊，那些所谓成功的人都是忙忙碌碌的，

没有时间放长假呢，就当现在是放长假好了。阿

南的心情一下开朗起来。

	 电视剧结束，我也该睡觉了。用遥控关掉

电视机，眼前霎时一片漆黑，我起身走向卧室，

向着床头台灯的方向一步一步摸去。该是这里了

吧，怎么没摸到呢？是这里没错吧，难道走偏了

方向吗？我正犹豫要不要折回卧室门口打开大灯

的时候，指尖就触到了床头灯，它就在我指尖前

一点点的地方。打开灯，卧室里亮了起来。

	 躺在床上，眼睛望着黑暗虚空，思绪翩迁。

人生的奋斗，有时就如在黑暗中摸索，你有你的

方向，但理想迟迟未能实现时，难免会有彷徨。

不要彷徨，就当是放长假吧，有时你以为目标遥

不可及，其实可能就近在咫尺，你需要的或许只

是再多些耐心而已。

	 今晚虽然失眠，心里却感觉平静安详。

职场百般

企业与社会，职场和生活，多维度的空间会产生更多的创意以及疑惑，我们需要不
同角度的视线帮助我们寻找认同或是打开思路，这些专栏作家的经验可能不关乎钟
表，但是观点也许可以成为支点。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成为《时刻》专栏作家，投稿邮箱：news@ewatch.cn

先后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任职
喜欢观察社会、民生和职场，愿意与读者分享感悟

Pony，清华大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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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闲随笔
生活时尚

企业与社会，职场和生活，多维度的空间会产生更多的创意以及疑惑，我们需要不
同角度的视线帮助我们寻找认同或是打开思路，这些专栏作家的经验可能不关乎钟
表，但是观点也许可以成为支点。

	 最近几年，爱画的人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

子去学画，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画作的收藏。作为画家，我觉

得这是好事。

	 在现今的中国大陆，经济仍在飞速发展着，人们的物

质生活已今非昔比，日益提高。然而，精神的匮乏也到了前

所未有的状态。对精神生活如饥似渴的追求也就愈加强烈。

尤其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生活节奏快，没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精神的恐慌。对于高质量文化艺

术生活的向往，使得人们早已急不可待，疲惫的心灵需要营

养、需要松弛。

	 周围的许多朋友，包括律师、记者、企业家等在内，

都在努力吸取营养。我也不例外，最近一直在补课，沉下心

来读书，边创作边思考。

	 越是能读懂大师们的作品，就越感到自身的浅薄，年

轻时的狂妄，那是因为无知。现在要想成为艺术之林独树一

帜的佼佼者，那就等于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你一定要具备很

多很多的基本素质，至少有以下五项：一曰“灵”，即天赋

和对事物的敏感与好奇心，正如伟大的雕塑家罗丹所说：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即便已成为大师，都应以孩童般的

眼光看待世界。”“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二

曰“持”：即扎实的基本功，造型、色彩、构成、书法、笔

墨、读书一样都不可或缺，并能多年不懈地坚持，刻苦地训

练，形成系统而正确的方法；三曰“悟”：能不断反思，前

人的、今人的、自己的、文学的、哲学的、人性的、大自然

的、音乐的、心理的、三维以上的、虚妄的⋯⋯悟得越多，

越深，才能获得超越，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四曰“历”：

历练五味人生，感受大自然之美妙。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大起大落，历经磨砺，懂得人间真情都是艺术创作的生

活基础；五曰“汇”：即要不断出作品。说一千，道一万，

画不出画来等于白搭，画家一定要拿作品说话，善于汇总，

把以上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变成画面，创造出精美的作品。

祖籍北京，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在深圳创
办“立春画室”、“东方绘画艺术研究会”大量作
品被美、法、德、日本、加拿大等国画廊收藏

	 石涛在《远尘章》说：“人为物蔽，则与尘交。

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

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就

是说，名利意识都是绘画创作的障碍，除去它，才能随

心所欲，正所谓“笔墨之高下易于人品”。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成为《时刻》专栏作家，投稿邮箱：news@ewatch.cn

王 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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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博览会

时间：2010年3月18-25日

地点：巴塞尔展览中心

简介：经历了去年的经济萧条，2010年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博览会是否

会带来新的景象？从2010年参展商出席名单上来看，所有的大品牌都会

亮相今年展览会。大约2000个来自钟表、首饰、宝石和相关行业的参展

商汇聚巴塞尔，全球钟表珠宝行业人员共同期待各参展商向专业观众展示

创新和改革产品。

温州国际珠宝钟表展

时间:2010年4月24-26日

地点：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简介：温州的珠宝市场多以代理、连锁加盟为主，需求量每年呈快

速增长。每年的4、5月份为温州婚庆的高峰期，中等标准家庭的

男方订婚开支为(包括项链、钻石、手链等首饰)约5万元。目前，

温州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珠宝、钟表、饰品消费最旺盛的城市之一。

欧洲艺术博览会的“TEFAF设计展”

时间：2010年3月12—21日

地点：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会展中心	(MECC)

简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与古董博览会，将在荷兰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会展中

心(MECC)举办，届时，诞生于2009年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的“TEFAF设计

展”，将展出一些在设计史上最为杰出的大师之作品。其中包括：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一组家具；吉奥	.	庞蒂(Gio	Ponti)的一尊别致的雕塑；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一件珍贵座椅；以及奥托	 .	瓦格纳(Otto	Wagner)为自家公

寓打造的家具。二十世纪意大利玻璃及设计行业的全球主要经销商之一，来自米兰的

梵思莱画廊(Gallery	Fancsaly)的加盟，将大大提升今年展商们的级别。

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

时间：2010年3月30—31日

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简介：1988年，LUXE	PACK(国际奢侈品包装展)在摩纳哥这个以富足奢华闻名于世的

国度诞生。毗邻意大利，法国这两个奢侈品圣地，由国际一流专业展览组织者—法国

IDICE公司精心打造，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赋予了LUXE	PACK无限的可能。	经过20多年

的发展，从摩纳哥到纽约，LUXE	PACK早已成为欧美奢侈品包装业独一无二的璀璨明

星。LUXE	PACK于2007年进驻上海，作为一个私密而有针对性的，仅对奢侈品包装专

业人士开放的展会，LUXE	PACK在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被业界誉为奢侈品及创意包装

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交流平台，赢得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展会快递

亚洲时尚首饰及配饰展

时间：2010年3月3-6日

地点：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简介：2009年的三月展，来自78个国家及地区的3,599名买家、17个国家

及地区的超过290家参展商参与，买家可以搜罗到新颖有创意的饰品。

香港国际珠宝展

时间：2010年3月5-9日

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简介：香港国际珠宝展是世界三大珠宝展之一，为业内人士提供绝佳的

洽商平台，近年来出席人数不断增加。珠宝展设有多个主题展区，汇聚

众多光芒四射的珠宝产品，其中品牌精粹廊是焦点之一，网罗设计精巧

绝伦的国际品牌珠宝，手工卓越。此外，珠宝精粹廊布置典雅，专门展

示工艺精湛的珠宝杰作。2010年香港国际珠宝展将吸引超过48个国家及

地区的2,700家商号参展。

中国(深圳) 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会

时间：2010年3月9-12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简介：亚洲博闻看准深圳庞大的产业优势，自2003年起，于当地举办每年一

度的中国(深圳)国际黄金珠宝玉石展览会，成功地为珠宝企业建构出一个面向

国际的宣传推广平台。经过七年的经验累积，博闻深圳展已打响名堂，成为

华东地区年初首要的国际珠宝盛事。2009年的展会便有逾300家来自中国、香

港、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韩国、菲律宾、	波兰、	大溪地、	台湾、泰国、

土耳其和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珠宝企业参展，反响热烈。

Geneva Time Exhibition (GTE)

时间：2010年1月17日-22日

地点：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简介：首次Independent	Swiss	Watchmakers'	Fair（独立瑞士制表师展会）

共有38个品牌参展，是由钟表业的专业人士以及高级钟表的主导收藏家和鉴

赏家组成的公开展览。展会上绝无仅有、大胆革新的钟表深得大家的赏识，

展示出制表业最高的工艺以及技术成就。其中不但有知名品牌的钟表，还包

括一些由充满活力鲜为人知的钟表匠打造的尚品，他们这群堪称天才的制表

师，在这次制表界展会的首度亮相上展示了无尽的魅力。从GTE的38家参展

商提供的数据来看，展会期间他们收到的订单数量可观。这进一步表明了制

表业的复苏，比前几周更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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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十诫》
	作者： [美] 唐纳德	.	基奥

这是一本奇书，在这本书11条戒律的指引下，无数家公司经营业绩一飞冲天，连惜墨如金的比尔.盖

茨都亲自推荐此书，巴菲特更是不吝溢美之词，亲笔作序并极力推荐。从遍布全球的中小企业到如日

中天的跨国公司，曾经辉煌的企业和领导人，他们成功的途径千差万别，但让他们一败涂地的原因，

却惊人的相似。每个人都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功，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学习如何成功，然而有着可口可乐

教父之称的唐纳德	 . 基奥更喜欢谈论失败。因为了解失败才能减少失败，意味着增加成功。先生根据

一生的管理经验总结出一系列公司、企业和个人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称之为“管理十诫”。“对我

而言，尽管一辈子都在商海沉浮，我还是没办法把成功的真谛用条条框框的几句话来说清楚，更何况

我们所讨论的话题还是瞬息万变的商场。我所能做的，就是和每个人谈谈我的失败经历，我倒是敢保

证，如果你们都重蹈我的覆辙，那么你们也一定会跌得很惨。”	（唐纳德	. 基奥）

《德鲁克经典管理案例解析》

作者： [美] 彼得 . 德鲁克

本书50个案例全部针对具体的情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决策，每一个案例都具有典型性，都是企

业组织和公共服务组织中相当常见的。它们全是特定的管理情景、特定的管理问题和特定的管理决

策，也就是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情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决定的事情。它们是每一名管理

者都要面对的典型情景、典型问题和典型决策。	所有案例都按照《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的结

构，分为10个部分：1.	管理的新现实；	2.	企业的绩效；	3.	服务机构的绩效；	4.	高效率的工作与有

成就的员工；	5.	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	6.	管理者的工作与职责；	7.	管理技能；	8.	创新与创业；	9.	

管理组织；	10.	对个人的新要求每个案例都有一个焦点，都同时涉及到组织与个人。既可用于辅助实

践、又可用于小组讨论与论题写作。

《比亚迪之父王传福：巴菲特看好的人》

作者：郑祥琥

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出炉，比亚迪总裁王传福成内地首富。作为巴菲特看好的中国企业，他对自主

核心技术的追求让人钦佩，他用电动车改变世界的梦想让人动容。股神巴菲特都对他青睐有加，他

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制造”。“比亚迪所取得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技术和创新，比亚迪有个理念，

叫‘技术为王，创新为本’。比亚迪始终在做一道证明题，证明什么呢？证明技术是可以改变世界

的。我们从不对核心技术感到害怕。别人有，我敢做；别人没有，我敢想。比亚迪每个单位遇到问

题，我们都会说，你解决不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缺少勇气”。比亚迪的袋鼠文化借鉴

了华为的狼文化，“首先，狼隐含燥性，而袋鼠则更稳健。通过踏实地打造自己的长腿，袋鼠起跳得

高且远；其次，相比较狼的凶猛，袋鼠则通过育袋，稳妥地培养小袋鼠(新的产业或者产品)，并由此

达到了企业的发展与传承；最后，狼更强调对竞争对手的进攻，而袋鼠则习惯自我赛跑。在自己的跑

道上，通过自我完善与进步，快速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这段话很有新意，也是比亚迪较之其它

企业的特别之处，且值得我们思考。本书从比亚迪成为电池大王，入主秦川，决胜富士康，逆市上

扬，跨入电动车时代，品牌战略，集中高效的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细致地描写王传福及比亚迪的14年

历程。

《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第二版）》

作者：利丰研究中心编

本书通过对利丰集团各级管理层的访谈与研究，运用大量的实际业务案例系统地介绍了供应链管理的

概念与应用。书中详细介绍了利丰集团的最新业务模式，并总结了利丰多年来应用供应链管理的经

验。作者认为，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都具有适用性和参考价值。第二版特别新增了如

下内容：利丰三家上市公司业务的最新发展，利丰成功壮大的秘诀与案例分享，利丰集团首次展示工

厂评估指引等文件，供应链管理的最新话题（如环保等），冯国经谈多边贸易与供应链的关系，冯国

纶总结利丰供应链管理经验。

推荐阅读

《钟表专讯》

2010年，《钟表专讯》内容更丰富，刊载更多新产品及最新市场报

道，对各地钟表买家及钟表行业的人仕非常有参考价值。

(	如欲索取免费杂志，请电邮：info@stylewatch.com	)

《钟表配套》

《钟表配套》有更多专业的钟表零件及厂商产品资讯，品种更多，有超

过200种不同钟表零件。

《Global Timepieces & Jewelry》

《Global Premium, Gifts & Houseware》

《Global	 Timepieces	&	 Jewelry》是专门介绍钟表与时尚首饰厂商

的杂志，其涵盖产品丰富，包括银饰、人造首饰、钢饰、钛金属首

饰、包装等。	 	 	

《Global	Premium,	Gifts	&	Houseware》杂志主要推介有关礼品与

时尚的首饰厂商予各地买家。

《Europa Star名表世界》

Europa	Star	的创建要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Hugo	Buchser是一位年

轻又有活力并对钟表充满了热情的企业家。他创办了一份面向钟表购买者的指

南，不久便成为整个行业必不可缺的工具。为了建立起一个把瑞士钟表行业推

向全球的杂志网络，他的足迹也已遍布世界各地。第一份系列杂志首先创办于

阿根廷。随之出版了英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

泰语、汉语等许多版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些不同版本的杂志被统一重

组命名为Europa	Star，并以此开始发行一系列国际性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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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由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市场信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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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0000	仪表板钟及车、航空器、航天器或船用类似钟	 只	 1,380,006	 7,038,025	 -49.8	 -48.1	

91051100	电动的闹钟	 只	 147,137,456	 192,964,257	 25.2	 10.6	

91051900	其他闹钟	 只	 3,524,349	 6,352,644	 12.7	 0.2	

91052100	电动的挂钟	 只	 152,864,541	 303,473,912	 54.7	 31.1	

91052900	其他挂钟	 只	 899,122	 3,029,182	 302.9	 32.7	

91059110	电动的天文钟	 只	 11,977	 92,691	 79.2	 88.6	

91059190	未列名电动的钟	 只	 45,363,617	 101,853,898	 9.4	 -4.7	

91059900	其他未列名钟	 只	 772,627	 6,050,970	 -6.0	 -31.6	

91061000	考勤钟、时刻记录器	 只	 16,104,609	 23,362,232	 -39.8	 -36.3	

91069000	其他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的装置	 只	 33,534,691	 40,773,737	 -24.6	 -14.9	

91070000	装有钟、表机心或同步电动机的定时开关	 个	 38,538,799	 54,064,643	 -21.9	 -27.4	

91081100	已组装电动的机械指示器表的完整表心	 只	 166,029,885	 83,714,202	 26.2	 -1.9	

91081200	已组装电动的光电显示器表的完整表心	 只	 15,508,536	 9,485,053	 48.0	 15.2	

91081900	其他已组装电动的完整表心	 只	 3,767,012	 1,082,021	 -24.4	 -19.0	

91082000		已组装的自动上弦的完整表心	 只	 2,615,245	 17,198,200	 -50.0	 -61.2	

91089010	其他已组装的完整表心，表面尺寸≤33.8mm	 只	 1,187,176	 9,368,539	 -58.7	 -49.9	

91089090	未列名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65,834	 37,340	 -12.8	 -7.8	

91091100	已组装的电动的完整闹钟心	 只	 8,968,349	 2,517,122	 9.7	 -28.7	

91091900	其他已组装的电动的完整钟心	 只	 114,574,710	 22,246,710	 15.4	 7.3		

91099000	其他已组装的完整钟心	 只	 634,447	 360,239	 -60.6	 -37.2	

9110110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5,621,442	 1,878,754	 -89.2	 -86.9	

91101200	已组装的不完整表心	 千克	 54,473	 5,090,276	 -33.8	 -43.8	

91101900	未组装的不完整表心	 千克	 	35,233	 603,603	 -43.9	 5.9	

9110901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钟心	 千克	 63,150	 577,716	 -32.4	 -18.0	

91109090	已组装或未组装不完整钟心	 千克	 61,403	 184,856	 38.3	 11.2	

91111000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46,343	 3,788,779	 -77.8	 -95.5	

91112000	贱金属表壳，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只	 90,768,473	 92,577,221	 -20.2	 -40.2	

91118000	其他表壳	 只	 17,170,067	 4,887,205	 -23.8	 -7.6	

91119000	表壳零件	 千克	 317,122	 7,135,370	 -21.3	 -66.9	

91122000	钟壳及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的类似外壳	 只	 4,991,668	 5,052,941	 -42.3	 -46.7	

91129000	钟壳和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类似外壳的零件	 千克	 123,763	 578,792	 -48.4	 -15.1	

91131000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8,738	 7,932,498	 986.8	 187.4	

91132000	贱金属表带及其零件，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千克	 8,103,964	 74,644,929	 1.2	 -10.6	

91139000	其他材料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2,768,937	 22,124,914	 -32.6	 -36.9	

91141000	钟表发条，包括游丝	 千克	 26,842	 412,137	 -26.6	 -49.7	

91142000	钟表宝石轴承	 千克	 317	 2,525,477	 -46.4	 -52.9	

91143000	钟面或表面	 千克	 366,845	 35,376,410	 -35.3	 -25.7	

91144000	钟表夹板及横担（过桥）	 千克	 3,957	 535,608	 -89.1	 80.8	

91149000	其他钟表零件	 千克	 1,223,147	 61,246,085	 -38.4	 -14.6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91	 第91章		钟表及其零件	 —	 1,468,357,576	 2,452,306,297	 0.4	 -10.7

9101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表	 只	 139,790	 9,171,649	 -2.4	 158.7

9102	 手表、怀表及其他表，但9101的货品除外	 只	 576,934,393	 1,194,531,225	 -2.2	 -7.1	

9103	 以表心装成的钟，但不包括9104的钟	 只	 6,044,521	 35,584,235	 -36.3	 62.9	

9104	 仪表板钟及车、航空器、航天器或船用类似钟	 只	 1,380,006	 7,038,025	 -49.8	 -48.1	

9105	 其他钟	 只	 350,573,689	 613,817,554	 33.8	 15.7	

9106	 时间记录器及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装置	 只	 49,639,300	 64,135,969	 -30.3	 -24.2	

9107	 装有钟、表机心或同步电动机的定时开关	 个	 38,538,799	 54,064,643	 -21.9	 -27.4	

9108	 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189,173,688	 121,685,355	 21.9	 -23.4	

9109	 已组装的完整钟心	 只	 124,177,506	 25,124,071	 13.8	 1.2	

911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完整钟表心；不完整钟表心	 —	 5,835,701	 8,335,205	 -88.9	 -66.4	

9111	 表壳及其零件	 —	 108,302,005	 108,388,575	 -20.9	 -59.2	

9112	 钟壳和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的类似外壳及其零件	 —	 5,115,431	 5,631,733	 -42.5	 -44.5	

9113	 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10,881,639	 104,702,341	 -10.2	 -13.7	

9114	 钟、表的其他零件	 千克	 1,621,108	 100,095,717	 -38.3	 -20.5	

910119	 其他电动的手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16,322	 529,418	 6275.8	 195.4	

910591	 其他电动的钟	 只	 45,375,594	 101,946,589	 9.4	 -4.7	

910890	 他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1,253,010	 10,205,879	 -57.6	 -47.9	

91109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完整钟心；不完整钟心	 千克	 124,553	 762,572	 -9.6	 -12.4	

91011100	仅有机械指示器的电动手表，贵金属表壳	 只	 94,839	 3,447,411	 -32.3	 	40.8	

91011910	仅有光电显示器的电动手表，贵金属表壳	 只	 4,320	 37,992	 -	 -

91011990	其他电动的手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12,002	 491,426	 4588.3	 174.2	

91012100	自动上弦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	 只	 10,303	 4,630,186	 93563.6	 2763.3	

91012900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其他手表	 只	 83	 252,115	 -50.6	 	64.3	

91019100	电动的怀表等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16,857	 98,997	 1748.4	 4.2	

91019900	其他怀表及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1,386	 213,522	 -18.7	 -57.9	

91021100	电动仅有机械指示器的手表	 只	 370,283,396	 854,580,734	 -7.4	 -11.1	

91021200	电动仅有光电显示器的手表	 只	 121,925,849	 187,515,840	 18.2	 14.3	

91021900	其他电动的手表	 只	 62,442,593	 98,358,261	 78.6	 43.9	

91022100	其他自动上弦的手表	 只	 3,987,341	 33,908,773	 -69.8	 -38.8	

91022900	未列名手表	 只	 658,060	 2,282,327	 55.2	 	23.3	

91029100	其他电动的怀表及表，包括秒表	 只	 14,567,360	 11,692,927	 -55.4	 -58.4	

91029900	未列名怀表及表，包括秒表	 只	 3,069,794	 6,192,363	 -42.5	 -18.4	

91031000	电动以表心装成的钟	 只	 5,654,513	 34,044,706	 5.4	 194.3	

91039000	其他以表心装成的钟	 只	 390,008	 1,539,529	 -90.5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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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0000	仪表板钟及车、航空器、航天器或船用类似钟	 只	 184,706	 7,278,353	 -40.0	 -18.4	

91051100	电动的闹钟	 只	 290,290	 1,493,711	 -52.0	 -46.9	

91051900	其他闹钟	 只	 588	 6,425	 77.1	 -59.2	

91052100	电动的挂钟	 只	 374,644	 3,856,927	 -46.8	 -38.8	

91052900	其他挂钟	 只	 5,185	 4,369,54	 -9.7	 -12.6	

91059110	电动的天文钟	 只	 15	 98,753	 650.0	 -32.5	

91059190	未列名电动的钟	 只	 125,546	 1,479,393	 -43.7	 -44.0	

91059900	其他未列名钟	 只	 1,758	 1,647,766	 -61.4	 3.3	

91061000	考勤钟、时刻记录器	 只	 5,800	 229,377	 -93.4	 -59.3	

91069000	其他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的装置	 只	 1,391,994	 6,132,727	 5.1	 11.2	

91070000	装有钟、表机心或同步电动机的定时开关	 个	 3,094,398	 6,436,617	 -46.7	 -34.6	

91081100	已组装电动的机械指示器表的完整表心	 只	 293,910,098	 231,653,117	 -20.7	 -18.7	

91081200	已组装电动的光电显示器表的完整表心	 只	 8,468,689	 4,314,876	 -50.7	 -48.9	

91081900	其他已组装电动的完整表心	 只	 5,038,825	 2,858,192	 -23.	 -28.2	

91082000	已组装的自动上弦的完整表心	 只	 3,679,035	 21,359,753	 -32.8	 -17.6	

91089010	其他已组装的完整表心，表面尺寸≤33.8mm	 只	 1,252,281	 1,942,943	 545.5	 335.6	

91089090	未列名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183,577	 181,174	 -17.1	 -45.0	

91091100	已组装的电动的完整闹钟心	 只	 1,154,134	 476,833	 -34.9	 -35.3	

91091900	其他已组装的电动的完整钟心	 只	 2,439,448	 2,046,636	 -54.8	 -49.0	

91099000	其他已组装的完整钟心	 只	 57,607	 724,775	 -66.6	 -46.2		

9110110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8,424,389	 7,990,417	 -11.5	 -45.5	

91101200	已组装的不完整表心	 千克	 125,503	 6,360,874	 114.1	 39.1	

91101900	未组装的不完整表心	 千克	 2,118	 802,843	 -45.0	 -20.6	

9110901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钟心	 千克	 21,929	 639,643	 61.3	 10.4	

91109090	已组装或未组装不完整钟心	 千克	 1,057	 33,523	 -23.2	 9.0	

91111000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16,864	 954,260	 -26.0	 -6.0	

91112000	贱金属表壳，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只	 99,369,252	 52,218,204	 -13.5	 -12.7	

91118000	其他表壳	 只	 8,770,278	 2,671,115	 -55.2	 -21.4	

91119000	表壳零件	 千克	 304,146	 9,820,386	 -23.4	 -34.2	

91122000	钟壳及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的类似外壳	 只	 1,768,517	 365,818	 36.9	 -14.1	

91129000	钟壳和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类似外壳的零件	 千克	 3,960	 35,144	 -76.8	 -38.3	

91131000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483	 1,127,230	 -0.4	 -10.0	

91132000	贱金属表带及其零件，不论是否镀金或镀银	 千克	 1,890,561	 43,369,640	 -21.6		 -13.3	

91139000	其他材料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530,326	 13,030,820	 -11.4	 -18.0	

91141000	钟表发条，包括游丝	 千克	 1,270	 273,606	 -85.7	 -59.5	

91142000	钟表宝石轴承	 千克	 78	 155,455	 -53.8	 -68.5	

91143000	钟面或表面	 千克	 280,441	 11,507,768	 -23.9	 -19.5	

91144000	钟表夹板及横担（过桥）	 千克	 28,792	 8,188,553	 -30.9	 -46.0	

91149000	其他钟表零件	 千克	 735,972	 	69,161,239	 -18.9	 -17.7

单位∶美元

单位∶美元

91	 第91章		钟表及其零件	 —	 460,609,658	 1,571,341,435	 -21.6	 -15.5	

9101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表	 只	 40,131	 210,629,233	 -66.4	 -47.5	

9102	 手表、怀表及其他表，但9101的货品除外	只																16,594,257	 836,762,847	 -18.0	 3.8	

9103	 以表心装成的钟，但不包括9104的钟	 只	 40,716	 587,515	 4.7	 47.5	

9104	 仪表板钟及车、航空器、航天器或船用类似钟	 只	 184,706	 7,278,353	 -40.0	 -18.4	

9105	 其他钟	 只	 798,026	 9,019,929	 -48.3	 -35.6	

9106	 时间记录器及测量、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装置	 只	 1,397,794	 6,362,104	 -1.0	 4.7	

9107	 装有钟、表机心或同步电动机的定时开关	 个	 3,094,398	 6,436,617	 -46.7	 -34.6	

9108	 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312,532,505	 262,310,055	 -21.9	 -19.1	

9109	 已组装的完整钟心	 只	 3,651,189	 32,482,44	 -50.3	 -46.7	

9111	 表壳及其零件	 —	 108,460,540	 65,663,965	 -19.5	 -17.1	

9112	 钟壳和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的类似外壳及其零件	 —	 1,772,477	 400,962	 35.5	 -17.0	

9113	 表带及其零件	 千克	 2,421,370	 57,527,690	 -19.5	 -14.3	

9114	 钟、表的其他零件	 千克	 1,046,553	 89,286,621	 -21.1	 -22.1	

911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完整钟表心；不完整钟表心	 —	 	8,574,996	 15,827,300	 -10.7	 -24.1	

910119	 其他电动的手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64	 6,261	 -76.8	 -80.1	

910591	 其他电动的钟	 只	 125,561	 1,578,146	 -43.7		 43.4	

910890	 其他已组装的完整表心	 只	 1,435,858	 2,124,117	 245.6	 173.9	

911090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完整钟心；不完整钟心	 千克	 22,986	 673,166	 53.5	 10.3	

91011910	仅有光电显示器的电动手表，贵金属表壳	 只																																																																		

91011100	仅有机械指示器的电动手表，贵金属表壳	 只	 13,776	 47,549,379	 -73.3	 -58.1	

91011990	其他电动的手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64	 6,261	 -76.8	 -80.1	

91012100	自动上弦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	 只	 21,876	 125,182,965	 -64.2	 -47.7	

91012900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其他手表	 只	 4,380	 37,648,336	 -30.0	 -21.3	

91019100	电动的怀表等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4	 787	 -87.5	 -97.9	

91019900	其他怀表及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表壳	 只	 31	 241,505	 -63.1	 -68.9	

91021100	电动仅有机械指示器的手表	 只	 8,962,036	 327,515,701	 -17.9	 7.4	

91021200	电动仅有光电显示器的手表	 只	 5,729,415	 47,889,420	 -21.7	 -10.2	

91021900	其他电动的手表	 只	 813,357	 19,007,382	 -9.1	 35.7	

91022100	其他自动上弦的手表	 只	 1,062,197	 439,104,885	 9.8	 2.0	

91022900	未列名手表	 只	 3,053	 2,926,921	 -19.0	 4.8	

91029100	其他电动的怀表及表，包括秒表	 只	 23,265	 292,271	 -82.2	 -61.2	

91029900	未列名怀表及表，包括秒表	 只	 934	 26,267	 -84.4	 -71.4	

91031000	电动以表心装成的钟	 只	 39,685	 76,971	 7.8	 -31.2	

91039000	其他以表心装成的钟	 只	 1,031	 510,544	 -50.6	 78.3	

 商品名称 计量 １至12月累计 累计比去年同期±% 

 单位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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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