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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后巴塞尔时间

腕表品牌抢攻中国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司璐

虽然中国的腕表市场近两年都处于上升

渐缓的态势， 但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仍然使

其成为品牌的焦点所在。 所以每年瑞士巴塞

尔表展之后， 品牌都会选择中国为首站进行

重点宣传。经典展览、明星站台、品牌跨界依

旧是各大腕表品牌的宣传利器，成都、北京、

上海也依旧是品牌的宣传重镇。

2014年04月18日， 世界知名

腕表品牌汉米尔顿（Hamilton）

迎来了其在成都亨得利春熙店及

凯丹店双店齐开的盛大时刻。开

幕仪式上， 汉米尔顿腕表中国区

副总裁宋健慧女士， 著名影视四

栖艺人钟汉良先生一同亮相，共

同见证开幕的精彩瞬间。 此次活

动亦推出品牌全新主形象， 从橙

色方块感受世界， 用自由和精准

的态度对待生活。

双店齐开，尊享蓉城

新开的两家店铺均位于成都

亨得利店内， 春熙路店作为经典

知名历史老店， 一直是广受蓉城

人民欢迎的品表、购表、交流爱表

心得的地方； 凯丹广场店是成都

亨得利的第一家分店， 相信汉米

尔顿的加入也为蓉城的汉表迷们

带来更多的交流体验。

精心把握，敢为人生

“精心敢为”，是拥有120多

年历史的著名腕表品牌汉米尔顿

Hamilton在2013年带给消费者的

全新理念。2014年，品牌更是推出

全新广告形象： 透过橙色方块感

受世界。 汉米尔顿希望呈现的不

仅是精心打造的腕表， 更是一种

超越情感与地域的生活态度。以

顶尖瑞士工艺打造精准可靠腕

表， 用美国钟表文化抒发果敢自

由气度。

硬朗助阵，钟汉良出席

活动当天， 钟汉良身着黑色

简约西服， 佩戴着汉米尔顿自由

气概系列最新腕表， 一出场就将

复古的优雅气息完美展现， 赚得

现场菲林无数。 在品牌中国区副

总裁宋健慧女士的陪同下， 钟汉

良先生参观了汉米尔顿成都亨得

利春熙店及凯丹店， 并参观了品

牌代表表款。 他个人表示很喜欢

汉米尔顿这个品牌， 从第一次合

作到现在也在关注品牌的动态，

品牌所传递的“自由”“热情”等

精神也是他个人非常推崇的。

钟汉良先生佩戴的自由气概

自动计时款式采用汉米尔顿H21

自主机芯，可完成计时功能，更拥

有长达60小时动力储存， 机芯以

硬朗的拉丝打磨和汉米尔顿H型

花纹作为装饰。即将于2014年5月

上市的自动机械款式搭载了新款

H10汉米尔顿自主机芯， 拥有超

过3天的动力储存。

2014年4月21日，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I-

WC万国表2014年再度携手北京国际电影节，

成为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指定腕表品牌与

官方合作伙伴，彰显品牌对电影艺术的挚爱。I-

WC万国表在2014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特

别举办以“For� the� Love� of� Cinema”为主题的

盛大电影人晚宴，邀请国内外200余位电影人及

名人贵宾光临此次盛会，廖凡等明星，著名作家

及编剧刘震云，以及当天首次以IWC万国表新

晋全球“品牌挚友”身份亮相的国际影星周迅。

在星光璀璨的电影人之夜上， 中国著名导演冯

小刚获得“IWC杰出电影人大奖”。

IWC万国表设立“IWC杰出电影人大奖”

数年，旨在全球范围内致敬为电影界做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电影人。今年，著名电影导演冯小

刚在现场嘉宾热烈的掌声中从IWC万国表全

球市场传讯总监高睿思先生手中接过了此项

大奖。IWC万国表为冯小刚导演特别颁发了一

枚经典的IWC腕表杰作———葡萄牙自动腕表。

诞生于1963年的劳力士蚝式恒动宇宙计型迪

通拿腕表已历经传奇之旅五十余载， 凭借可靠杰

出的性能而成为赛车领域中备受青睐的计时腕

表。 为庆祝这一经典腕表系列诞生五十周年，自

2014年4月8日起，位于上海外滩的“劳力士 世·

界” 隆重呈献“宇宙计型迪通拿 热爱速度”展

览， 礼赞迪通拿腕表所深蕴的精准时光与激情速

度的天作之缘。借着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公众不仅

能够深入探索迪通拿诞生五十年以来的传奇旅

程，更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该系列数款经典杰作，

充分领略劳力士腕表的精致工艺与超凡魅力。

穿越时光 体验迪通拿的魅力

全球唯一品牌体验中心———“劳力士 世·

界”占地面积超过800平方米，是关于品牌历史、

制表工艺和赞助活动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展示，

全球仅此一间。本次于此举办的“宇宙计型迪通

拿 热爱速度”展览，穿过时空隧道，将目光聚焦

在承载50年时光的宇宙计型迪通拿腕表， 以充

分展现劳力士迪通拿赛事与腕表的精彩传奇，

并且还将展出难得一见的历史珍藏表款。 借由

展出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带领公众再次感受

赛场上与腕上共享的难忘时刻。

回顾传奇腕表发展历程

堪称完美的劳力士蚝式恒动宇宙计型迪通

拿腕表， 无论造型和功能均赢得空前成功并享

誉全球，在多方面获极致超凡的赞誉。

1963年， 劳力士为赛车手推出新一代的计

时腕表———宇宙计型（Cosmograph）腕表。1965

年，宇宙计型腕表进一步演变，以旋入式计时按

钮取代原有的泵压按钮。1988年推出的4030型

机芯。2000年推出重新演绎的宇宙计型迪通拿

腕表，不仅传承史上首款宇宙计型腕表的热潮，

更引领计时腕表的未来风尚。

2013年，为庆祝迪通拿腕表诞生50周年，劳力士

设计了该专业系列中的首款铂金蚝式腕表， 特别采

用冰蓝色表面以配搭稀有950铂金。这种表面颜色仅

劳力士铂金腕表所独有。腕表所配备的Cerachrom字

圈为劳力士自主研创，坚固耐用且精美绝伦。

2014年4月16日晚，香奈儿于北京今日美

术馆举办了全新“J12-365”系列腕表发布活

动，当晚人气明星韩庚、张亮莅临活动现场，

表示非常欣赏这款J12-365女性腕表，觉得表

款精致优雅,�非常适合各类型的女性佩戴。IT�

girl陈燃、Linda，超模裴蓓、陈碧舸，演员王丽

坤也都佩戴了这款最新J12-365腕表亮相，一

起见证香奈儿365时刻！

香奈儿最新推出的 “J12-365” 系列腕

表，是J12系列中，第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腕

表。发布会从现代女性的角度及其日常生活

中的一隅，以图片、短信及短视频的形式，纪

念值得回味的时刻， 诠释J12腕表更加女性

化，生活化的一面。当晚，与会嘉宾还共同见

证了最新的 “香奈儿时刻 ”（ L'Instant�

Chanel� ），欣赏到一组由法国名摄影师帕特

里克·德马舍利耶 （Patrick� Demarchelier）

掌镜， 以15组黑白双页大片全面呈现 J12, �

Première� 和Mademoiselle� Privé等腕表系

列的标志性设计。完整传达香奈儿对时间的

独到观点———享受当下， 从此刻感受永恒，

令时间展现不同魅力。

成都@春熙路

汉米尔顿腕表

亨得利春熙店及凯丹店双店齐开

双店齐开，说明品牌一定是对

这个市场和这个城市的消费者充

满信心，汉米尔顿就是这样一个品

牌。宋健慧女士（

Helen

）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就表示：“成

都人很有品味， 对自己有要求，这

和汉米尔顿有个性并且特立独行

的风格非常吻合。我们就是要做与

众不同、精心敢为的腕表，成都人

正好也是坚持个性、特立独行的。”

Helen

认为成都在品牌心中是与

北京、 上海地位一样的一线城市，

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次在成都的两家店铺都

与成都的百年老店 “成都亨得

利” 合作，

Helen

表示成都亨得

利非常专业，售后与管理都很完

善， 它的个性与品牌也十分契

合，所以才会选择他们进行深度

合作。 而对于这两家店铺，

He鄄

len

认为它们并不冲突：“春熙路

店是家百年老店，而凯丹店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这两家

店吸引的是不同类型的客人。”

明星

专访

精心敢为，我们要与众不同

专访汉米尔顿腕表中国区副总裁 宋健慧

北京@太庙

IWC万国表再度闪耀北京国际电影节

周迅：我爱大表盘

周迅对于合作品牌的选择一直都很谨慎，这

次以“品牌挚友”的身份出现在IWC的活动上，

周迅说是因为品牌在公益事业上的不遗余力，让

她一直与品牌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对于自己对腕

表的选择，周迅告诉记者：“我自己本来就比较喜

欢大的手表，它拥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想配什

么衣服就可以。我觉得不用去考虑是不是男性的

手表，女性的手表，而是看这是不是你的手表就

好了。 所以这就是IWC万国表很厉害的地方，它

虽然是为男性做的，但是女性照样可以把它戴得

很有趣。”

周迅还明确表示她对于IWC是不会有选择

困难的：“我只要葡萄牙自动腕表！今天佩戴的就

是这个葡萄牙自动腕表。我觉得它很浪漫，因为它

的设计概念是来自葡萄牙航海家远古的探险年

代，而且它的机芯是IWC万国表自己拥有的最强

劲的一个版本，这是非常厉害的，有长达七天的动

力存储。这就是又强壮又浪漫又百搭的葡萄牙自

动腕表。”

对话

高层

上海@外滩

劳力士呈献“宇宙计型迪通拿 热爱速度”展览

北京@今日美术馆

香奈儿发布“J12-365”系列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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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汉良出席汉米尔顿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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