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08 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7.08 点，下跌 0.26%。

（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8.73 亿元，其中做市

转让部分 3.37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5.36 亿元。新挂牌公司共计 7 家，

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29 日，共有 11579 家挂牌企

业，有 1487 家做市企业。  

 

■估值方面： 

08 月 29 日新三板整体估值 PE 为 28.93X，做市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3.10X，协议转让整体估值 PE 为 32.03X，共有 933 只股票发生成交，

其中做市转让 537 只，整体日化换手率 11.0%。 

 

■重要公司公告： 

中科防雷（834675），瑞盛环境（871316），君实生物（833330），天

泓传媒（871220），翱华股份（839659），添正医药（832316），众至

诚（834996），开元物业（831971），奥立思特（833450），沃尔得

（871387），日望电子（430400），顺路工程（838477），九龙宝典

（838074），中航新材（430056），融信通（871114），白茶股份（832946），

国创富盛（430313），博远高科（833706），网信联动（833720），鲁

华泓锦（833831），盘石股份（834009），浙商创投（834089），泰昂

能源（834238），ST 大有恒（836454），阿李股份（837100），德众股

份（838030），北味菌业（871327），明尚德（834114），精晶药业

（835033），友宝在线（836053） 

 

■新三板重要新闻： 

新三板服务中小微企业成效显著 

珠宝行业 6000 亿变局：老凤祥、周生生们的寒冬，卡地亚、蒂芙尼

的暖春 

 

■风险提示：系统性风险，新三板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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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08 月 29 日的新三板做市指数最终报收于 1017.08 点，下跌 0.26%。（安信新三板诸海滨团

队）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8.73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部分 3.37 亿元，协议转让部分 5.36 亿元。

新挂牌公司共计 7 家，新转为做市转让的公司共计 0 家。截止 29 日，共有 11579 家挂牌企

业，有 1487 家做市企业。 

 

表 1：08 月 29 日指数概况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跌 涨跌幅 

899002 三板做市 1017.08 -2.66 -0.26%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表 2：08 月 29 日市场概况 

项目 做市转让 协议转让 合计 

挂牌公司家数 1487 10092 11579 

当日新增家数 0 7 7 

成交股票只数 537 396 933 

成交金额（亿元） 3.37  5.36  8.73 

待挂牌总家数 - - 121 

申报中总家数 - - 425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3：08 月 29 日挂牌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主营业务 
主办券

商 

871881.OC 黑蚁文创 

文艺创作，企业形象策划、设计；空间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及相关产品制作服务；专业化设计服务；商业信息

咨询，项目策划服务与公关服务；大型活动策划组织服务；企业形象咨询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公共关系

服务、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调查；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数字互动技术推广；制作、代理、发布

各类国内广告（不含气球广告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数字动漫制作；游戏设计制作；房

屋租赁；影视多媒体创意、设计；摄影；会议及展览服务；艺（美）术经纪代理服务；美术展览经纪代理服务；

动漫（动画）经纪代理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网页设计等 

安信证券 

871893.OC 保利物业 

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家庭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家具零售；室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

装修和清理；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保安

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房收楼验房服

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办公设备耗材

零售；办公服务；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室内非射击类、非球类、非棋牌类的竞技娱乐活动（不含电子游

艺、攀岩、蹦床）；停车场经营；餐饮管理；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等 

招商证券 

871781.OC 美嘉林 
环保、化工、生物、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

机及耗材的销售、商务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业务，网络工程施工等 
网信证券 

872043.OC 申乙文创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招牌、字牌、灯箱、展示牌、霓虹灯、电子翻板装臵、充气装臵、电子显示屏、车载

广告，代理报刊广告、影视、广播广告；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等 
东海证券 

871905.OC 正电股份 
控制面板研发；电源管理系统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的开发、测试及批发；移动通讯产品及配件的开发及批发(不含

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电源系统设备租赁服务；高科技项目开发、投资、咨询等 
东吴证券 

872011.OC 竞航科技 

批发、零售：数码设备、计算机及配件、监控设备、办公设备、网络产品、通信设备；服务：计算机软件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维修，安防工程，弱电工程，视频设备、智能导航定位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成果转让。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等 

财富证券 

872102.OC 中苏科技 

电力自动化产品、电力智能综合保护产品、电动机软启动器及管理控制器、电气开关柜系列产品、仪器仪表产

品、太阳能综合利用的相关产品、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产品、水文仪器及水环境监测相关产品的设计、新型管材、农田灌溉智能化系统的

开发、制造、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工程设计、施工，电气机械、仪器仪表、五金、交电、装饰材料、电

线电缆、百货、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及金属矿、建材、化工产品、给排水管道的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所属

企业自研、自产所需的技术、材料、机械设备、原辅材料的研发、销售，境内外工程招标代理等 

平安证券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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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8 月 29 日交易金额前十 

代码 名称 现价 交易金额（万元） 交易量（万股） 转让方式 所属行业（wind 三级） 

870213.OC 微网通联 26 7,502.75  305.00  协议转让 信息技术服务 

838321.OC 夜光达 23.83 5,805.92  243.62  协议转让 化工 

838883.OC 酒便利 11.25 4,162.50  370.00  协议转让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Ⅲ 

430225.OC 伊禾农品 11.15 3,158.16  284.90  做市转让 食品 

831265.OC 宏源药业 4.2 3,155.19  753.19  做市转让 制药 

835381.OC 爱玩网络 35.14 1,998.99  57.00  做市转让 软件 

833379.OC 源和药业 9.6 1,987.48  208.80  做市转让 制药 

835644.OC 天草生物 15 1,920.00  128.00  协议转让 生物科技Ⅲ 

838908.OC 隶源基 6.18 1,826.27  358.80  协议转让 纺织品、服装与奢侈品 

830833.OC 九生堂 5.5 1,601.44  302.10  做市转让 医疗保健设备与用品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5：08 月 29 日股权质押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股东名称 质押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起始日

期 

质押截止日

期 
质押事由 

838282.OC 三惠建设 惠强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分行 

800.00 2017/8/18 2018/8/17 用于贷款 

831357.OC 黄国粮业 周兴伍 
河南省潢川华英

禽业总公司 
2,000.00 2017/8/28 2018/8/27 

用于融资借

款反担保 

837108.OC 学海文化 李瑞坤 
湖南金信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 
1,286.00 2017/8/25 2018/8/24 

用于贷款反

担保 

838930.OC 志博信 何晓兵 
海通恒信国际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2017/8/25 2020/8/24 

用于融资租

赁担保 

835181.OC 中阳股份 李灿 

成都市兴蒲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 

300.00 2017/8/25 —— 用于贷款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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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增公告 

 

表 6：08 月 29 日定增公告 

代码 名称 募集总额(万元) 增发价格 增发数量(万股) EPS 增发 PE 

830936.OC 约克动漫 5,700.00 3.80 1,500.00 0.30 12.67 

831257.OC 赛德盛 5,000.00 17.27 289.52 -0.65 -26.57 

834069.OC 金通科技 5,122.50 6.83 750.00 0.51 13.39 

835605.OC 正业生物 16,000.00 16.00 1,000.00 0.38 42.11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表 7：8 月 29 日增发公告 

代码 名称 认购价格(元)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430109.OC 中航讯 3.05 2099.20 6402.56 现金 

834411.OC 星娱文化 1.20 1000.00 1200.00 现金 

835462.OC 度典传媒 2.60 369.20 959.92 现金 

835663.OC 灵狐科技 7.00 180.00 1260.00 现金 

835798.OC 中研瀚海 13.33 23.00 306.59 现金 

835967.OC 太阳科技 10.00 1906.96 19069.58 现金 

836047.OC 信元网安 1.50 149.04 223.55 现金 

836229.OC 众恒志信 21.85 217.97 4762.59 现金 

836240.OC 泰宇信息 48.00 6.25 300.00 货币 

838082.OC 众加利 3.00 447.00 1341.00 现金 

870048.OC 复深蓝 11.19 409.66 4584.13 现金 

870210.OC 森泰英格 2.50 300.00 750.00 现金 

870900.OC 弘景光电 1.60 300.00 480.00 现金 

871994.OC 肯特智能 7.50 43.33 324.98 现金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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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挂牌公司公告 

3.1. 对外投资 

中科防雷（834675）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科天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城区内，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

扩大市场经营规模，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实现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 

 

瑞盛环境（871316）1.9 亿元增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瑞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9 亿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人民币 1.9 亿元。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主要目的是遵循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增强

江苏瑞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其业 务拓展提供支持。 

 

君实生物（833330）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君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

号生物纳米园 C1 楼 102 单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旨在充分利用苏州当地的人才资

源、苏州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优势，建立一流的生物医药研发团队，为公司在苏州的长远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天泓传媒（871220）5001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天泓文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62 号

2904，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1 万元。旨在优化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使公司保 持持续稳定

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3.2. 重大合同 

翱华股份（839659）与鄂托克前旗科思油气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鄂托克前旗科思油气化工

有限公司日处理 100 万方管道天然气液化项目”。中标价格：人民币 1.96 亿元。本合同的签

订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对公司未来开拓气体液化市场有重要意义。 

 

添正医药（832316）与安图县人民医院签订药品集中采购配送协议书,预计年药品销售额在

3500 万元左右。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众至诚（834996）收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无线网络集成施

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正式确定公司为以上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718.70 万元。该

重大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能为公司

继续在河北地区的市场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3. 重大资产重组 

开元物业（831971）拟收购无锡金昌物业 49%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2352 万元。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增强综合实力。 

 

奥立思特（833450）购买管媛持有的常州奥立思特电子公司 26.57%的股权。交易价格：1076

万。 

本次收购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臵，便于公司的管理，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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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得（871387）许利超将其持有的沃冠信息 3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732 万元。 

本次收购是基于公司总体战略目标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对公司长期发展有积

极影响。 

 

3.4. 其他 

日望电子（430400）权益分派公告 

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5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6.36元。 

 

顺路工程（838477）权益分派公告 

本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送红股 7 股。 

 

九龙宝典（838074）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唐为权先生递交的关于其辞去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的《辞职报告》。董

事会同意唐为权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命林劲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中航新材（430056）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审议并通过： 任命马玉珍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至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融信通（871114）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013,19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是 36.12%,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7 日。 

 

白茶股份（832946）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8,700,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 25.76%,可转让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 

 

3.5. 停复牌 

停牌： 

国创富盛（430313），博远高科（833706），网信联动（833720） 

鲁华泓锦（833831），盘石股份（834009），浙商创投（834089） 

泰昂能源（834238），ST 大有恒（836454），阿李股份（837100） 

德众股份（838030），北味菌业（871327） 

 

复牌： 

明尚德（834114），精晶药业（835033），友宝在线（83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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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三板重要新闻 

4.1. 新三板服务中小微企业成效显著 

（来源：新浪新闻） 

 

新三板拓宽了早期投资退出渠道，拉长了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链条。挂牌企业获得股票合法

公开转让渠道，提高了金融服务获取能力，改善了融资条件。新三板还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

并购重组制度。A 股上市公司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日益频繁 

 

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曾坐困愁城。成长中的生物技术企业，市场潜力大，资本缺

口也大。处于研发阶段的企业如何融资？2014 年，仁会生物登陆新三板，多次融资支持后

期研发，研发总投入达 6 亿元。今年初，产品投产，企业实现了跨越发展。 

 

8 月 25 日，在“新三板市场建设媒体通气会”上，全国股转系统公司董事长谢庚说起仁会生

物这个案例很自豪。谢庚表示，新三板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创业和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使命。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与市值分别

为 11284 家和 4.87 万亿元。进入 8 月份后，新三板总市值已经超过 5 万亿元。 

 

引导带动早期投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正式投入运行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

所。2013 年 6 月份，以《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发布为

标志，新三板从小规模区域性试点扩大至全国。短短几年内，挂牌企业已突破万家。 

 

新三板的设立，弥补了中国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缺失，增强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战略的能力。谢庚表示，2014 年至 2016 年，新三板挂牌公司整体营收

增长分别为 11%、17%、17%，净利润增长分别为 24%、42%、7%。“如果剔除金融企业，

新三板非金融性企业在 2016 年的净利润增长也保持在 20%以上。”谢庚说。数据显示，在

挂牌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65%。2016 年，1098 家公司净利润超 3000 万元，150 家

公司净利润超 1 亿元。 

 

新三板另一个突出功能和亮点，是引导和带动了早期投资。新三板拓宽了早期投资退出渠道，

拉长了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链条。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6 年 VC/PE 退出案例中通过新

三板退出的分别占 61.5%、71.4%，改变了过去 VC/PE 集中做成熟项目的状况。 

 

证监会公众公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5 年来，新三板市场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突破，中国的资本市场终于成了一个“正三角形”。数据表明，新三板已成为全球上市

（挂牌）企业数量最多的证券交易场所，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 94%。 

 

有效改善“融资难”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麦克米伦缺口”，指现代中小企业由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而形成的巨

大资金配臵缺口。中小企业“融资难”一个主因就是企业治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因此，

财务信息标准化、透明化、公司治理规范化，是企业融资改善的微观基础。 

 

在新三板，公司挂牌不设财务门槛和股权分散度要求，以包容性理念设臵准入条件，以信息

披露为中心，但与此同时也要求挂牌企业规范运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公开披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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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息，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等。这些制度安排，一方面有效拓展了市场覆

盖面，另一方面又较好解决了挂牌公司规范治理、会计信息标准化和信息公开问题，扫除了

中小企业对接金融体系的微观障碍。“很多挂牌企业以前是家族企业，挂牌后，实现了从家

族公司向公众公司的转变。”谢庚说。 

 

目前，新三板已上线协议和做市转让方式。挂牌企业获得了股票合法公开转让渠道，提高了

金融服务获取能力，改善了融资条件。截至 2017 年 7 月底，新三板做市股票 1513 只，协

议股票 9771 只，市场累计成交 5387.85 亿元。此外，通过银监联动，企业尽职调查信息共

享，2016 年有 5771 家新三板公司通过专项金融产品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合计 4871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新三板构建了主办券商制度，要求券商以销售为目的遴选企业，以提升企业

价值为目的持续服务和督导。此举意在“不比生源，比服务”，促进了券商转型，回归服务

实体经济本质。目前，参与新三板市场服务的主办券商达 100 家，其中做市商 93 家。 

 

针对中小微企业往往发端于行业细分领域，很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这

一现象。新三板建立了高度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制度。截至 2017 年 7 月末，挂牌公司累计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和收购 800 次，交易总额 1232.07 亿元，其中七成以上交易为现代服务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实施了产业整合，或传统制造业公司的转型升级。 

 

加快完善市场功能 

 

8 月 25 日，也是新三板做市 3 周年的日子。3 年间，新三板挂牌公司也在分化之中。有的市

值一飞冲天，也有的股价跌跌不休。由于新三板市场没有 IPO 制度，公司股份高度集中是市

场特色。80%的公司股东不到 10 个人，这种情况决定了新三板市场不具备高效率流动机制。

经过第一波投资热潮，新三板流动性不足特征凸显。一些优质挂牌公司转去 A 股 IPO，也有

一些公司因融资目标没有达到，又要付出监管成本，选择主动摘牌。 

 

如何使企业愿意来、留得住；使投资者愿意进、敢于投？这是新三板面临的重大挑战。一段

时间以来，引入竞价交易的呼声日益升高。 

 

对此，谢庚表示，对于当前所谓新三板市场低迷的情况，可反证前期市场火爆不太正常，现

在降温属正常现象。“理性回归是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他认为，市场的基本制度构

建、监管能力提升都需时间。如果在不成熟的时候过分快马加鞭，会出问题。“新三板市场

定位于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这个原则始终不会变。” 

 

对于下一步的深化改革，谢庚强调，“改革方向和市场发展空间很明确，都在《国务院关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中”。 

 

可以说，新三板正在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关键阶段。在 1 万余家挂牌公司中，成

熟企业与初创企业并存。挂牌公司平均设立年限 10.57 年，其中 10 年以上的占比 55%，短

于 5 年的不足 10%；平均股本 5700 万元，其中大于 3000 万元上市条件的占比 55%。已有

相当数量的公司与市场建立时的主体预设不一致，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加快

完善市场功能。谢庚表示，“改革的思路，是进一步完善新三板市场内部分层”。 

 

新三板未来是否考虑引入公开发行制度？谢庚表示，方向是明确的，空间是存在的，只是要

看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情况。“既然是推进创新，肯定是不同于现有做法。具体什么内容大家

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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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市场人士期待新三板能发展成“中国的纳斯达克”，这种愿望并非空想。“近期我们邀请

纳斯达克的团队来新三板研讨交流，欢迎感兴趣的媒体参加。”谢庚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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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珠宝行业 6000 亿变局：老凤祥、周生生们的寒冬，卡地亚、蒂芙尼的暖春 

（来源：i 黑马  韦物主义 ） 

 

珠宝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如今，不得不面对“消费升级”带来的冲击。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报告，从 2013 年开始，我国珠宝首饰行业市场年增速直接从 50%左

右快速下滑到 20%以下，并逐年放缓。许多老牌珠宝首饰公司如周生生、周大福都感觉到了

来自产业的深深寒意。 

   

一个行业进入寒冬，也许是整体市场需求萎缩，也可能是行业内部在进行调整。 

   

一 

   

岔路口，双轨前行 

   

珠宝这个行业，不太存在持续需求萎缩的情况。中国在 2011 年超越日本的不止是 GDP 还有

珠宝消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国。 

   

中国珠宝首饰市场规模，2017 年将超过 6000 亿。珠宝是像车子房子一样的大众必备品，如

莎翁曾说:“珠宝沉默不语,却比任何语言更能打动女人心”，从数千年前开始，珠宝首饰已经是

女人的标配，男人必购品。 

   

然而，珠宝产业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关口。消费者早已变了，而传统品牌却没变。 

   

从 2004 年持续的珠宝黄金十年，在 2014 年珠宝市场出现拐点。珠宝销售增速跌至谷底，

这与传统奢侈珠宝品牌销售模式落后和上一代“奶奶级”珠宝品牌严重老化是分不开的。还有

个趋势是，消费者对黄金首饰消费热情下降，而高端用户对钻石消费需求正在呈现出比较大

的需求趋势。 

   

如老凤祥、周大福、周生生等以彰显富贵、炫耀为定位的老品牌，正在面临年轻人群消费喜

好变化的压力。而 DR 钻戒(Darry Ring)，宝格丽（Bulgari）、卡地亚（Cartier），开始逐渐

成为市场新主流。 

   

珠宝产业内部已经出现了“双轨前行”现象： 

   

一边是老牌珠宝周大福、周生生，面临转型数据不甚理想：周生生 2016 年全年财报显示，

营业额 160.925 亿港元，同比大跌 15.6%。周大福珠宝集团对外发布的公布的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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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却是疯狂的爆发增长。珠宝品牌宝格丽、卡地亚等，在中国连续多年销量逆势增长；

DR 钻戒的市场亦取得迅猛扩张，业绩增长明显。 

   

究其原因，是 80 末、90 后一代中产阶级将成为珠宝消费的主力。这意味着，珠宝品牌需要

准确把握这一群体未来的价值需求与行为特征。 

   

年轻一代趋于个性化，意味着设计美感强、品牌有内涵的珠宝首饰市场份额将逐步提升，消

费升级与年轻化成为珠宝品牌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4213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0939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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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如何赢得年轻人的心 

   

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消费人群呈现了新的消费特征：从从众化同质消费，到自我化个性表达消

费；从追求性价比到追求高品质；从炫耀到悦己。 

   

有业内人士吐槽：许多传统品牌的珠宝款式大部分毫无设计美感可言，珠宝款式基本一个样

子，老板一听说谁家有爆款就搞过来改一改，打上自己的 LOGO 就成了自家东西了。 

   

现在年轻中产阶级，脱离了简单粗暴的炫富消费，更在乎品牌的内涵和调性，从而更好的表

达自己。宝格丽、卡地亚、DR 钻戒等，都是在产品设计上追求美感，在品牌内涵上下功夫。 

   

例如，DR 钻戒大受欢迎，是因为懂得年轻人的心。设计上符合新中产的审美，并且沉淀品

牌内涵，塑造可以个性化表达自己的产品。 

   

DR 钻戒全球首创“一生只送一人”概念。Darry Ring 将戒指与身份证 ID 号进行绑定，也就是

说：男士凭借身份证，一生只能定制一枚，送给一生唯一真爱的人。且必须先购买求婚钻戒

才能购臵其他纪念日礼物。 

   

看似“严苛”的购买规定，其实正好击中了年轻中产通过产品表达自己个性的诉求。通过这个

产品设定，DR 钻戒塑造了“一生只爱一人”的品牌内涵。 

   

这样的设定，触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内心。在现代焦虑社会，金子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裹挟年

轻人的感情，DR 钻戒是市场上少有能关注到年轻人内心情感诉求的珠宝品牌，被赞誉求婚

钻戒第一品牌。DR 钻戒，让许多信仰爱情是“唯一”，愿意承诺“一生只爱一人”，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的人，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 

   

一位女孩无意间看到 DR 钻戒的宣传，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文字，发到了 QQ 空间。大致意思

是，她很喜欢 DR 钻戒崇尚一生只爱一人，一生只送一人的真爱理念，并称钻石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只爱一人的决心和勇气！自己结婚时只买这个牌子的钻戒。这条说说的转发量出人意

料地超过 20 万次，滚雪球般产生了病毒传播，这些触动年轻人，让他们触情表达的内容还

有很多，这使得 DR 钻戒成为一个与他们有情感连接的品牌。 

   

http://news.pedaily.cn/201708/201708294191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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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钻戒形成了品牌信仰，类似于 NIKE 之于其球鞋信徒一样。在 NIKE 之父奈特自传《鞋狗》

中，他透露了 NIKE 强大之处在于，超高的用户忠诚度和品牌信仰化，NIKE 在早期塑造了一

种“超越自我”，“渴望胜利”的精神内核，吸引着有共同信仰，喜好运动的人群。 

   

而 DR 钻戒塑造的“一生只爱一人”的品牌文化，和 NIKE 有异曲同工的“现实扭曲力”，吸引着

大量信仰“唯一真爱”的拥趸。NIKE 和 DR 钻戒这样的品牌，有这非常强大的“信仰壁垒”，粉

丝帮品牌传播,粉丝是品牌的一部分。 

   

NIKE 拥有数亿拥趸，其他山寨品牌模仿得再像，也不是 NIKE。DR 钻戒也形成了珠宝产业

强大的“情感连接”壁垒，也让人难以模仿——过千万的核心粉丝，共同构成品牌，品牌由所

有所有人的信仰共同组成，粉丝甚至帮助品牌开店选址、谁做伤害品牌的事情，粉丝会直接

站出来维护。 

 
   

三 

     

新的情感连接 

   

许多奢侈珠宝品牌，都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沉淀与故事，他们能与顾客建立深厚的情感

连接。这是传统珠宝不重视，也不知道如何做的地方。 

   

一位在珠宝行业工作多年的人吐槽说：“（一些）大老板只会砸钱投央视广告，给明星高额代

言费，对于本公司的品牌塑造却极为不重视，品牌没有任何内涵”。 

   

DR 钻戒的崛起，则是通过互联网这个更具口碑自传播的特殊介质，传播自己厚重的“一生只

爱一人”品牌哲学。珠宝这东西，需要被赋予意义。 

   

如何在进行品牌传播的同时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感情连接，DR 钻戒这样的品牌，给予了我

们一个经典案例。 

   

第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打造 DR 族信仰社交。DR 钻戒通过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当季首饰流行元素及趋势信息，发起以情感需求为主的讨论话题，鼓励粉丝互动，获取粉丝

对款式、材质、设计元素和理念的选择与偏好。从而公司确立设计方向与主题，最终发布与

粉丝需求强相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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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DR 钻戒微博粉丝 385 多万，微信粉丝 80 万，加之 QQ 空间等其他渠道，粉丝总体数

量过千万。粉丝数量、互动率为珠宝行业之最，并在 2016 年企业品牌微博排行榜中排名前

十。 

   

这种美好的爱情理念，也吸引了不少名人明星踊跃加入 DR 族。2016 年以来，“跳水女皇”吴

敏霞、“国乒名将”许昕、“体操吊环王”陈一冰等一批奥运冠军，以及娱乐圈诸多一线艺人，如

吴京谢楠、李承炫戚薇、戴向宇陈紫函、吕一钱泳辰等，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DR 钻戒作为

求婚钻戒，成为明星真爱一族的典范。 

   

第二，营销模式娱乐化。内容营销方面：DR 钻戒主要做符合未来新中产人群调性的情感营

销，通过一系列不同恋爱属性，如大学生毕业季、异地恋、跨国恋、金婚爱情等，强调爱情

的唯一性和求婚的重要性；娱乐营销方面：通过粉丝层喜欢的娱乐方式进行传播，比如 DR

君直播、影视剧植入、明星求婚等，注重将营销模式年轻化，迎合新中产阶级的个性化需求。 

   

娱乐化精神对新消费升级的转化，是一股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DR 钻戒也是一家内

容创作公司、娱乐公司。 

   

珠宝行业正在十字路口，新的消费趋势将会让产业发生变革，有人遭遇滑铁卢，也有人快速

崛起，然而胜利终归会属于勇于面对未来变革的人。就像莎翁说的另外一句话“明智的人决不

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号，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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