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锤俗称“珍珠

陀”， 作为品牌首枚应

用这一技术的高端腕

表，其机构精巧程度、零

件加工难度、 视觉美学

效果都在填补一个空

白， 令品牌站在新高度

比肩国际名品腕表。

明星代言钟表品牌，这在国际钟表界已不是新鲜话

题，此番借势营销手段再次大热于今年的深展。

在今年的展会中，各品牌陈列在展场外墙的最新广

告，有九成都有明星画像，他们衣妆精致，每一位都用优

雅的姿态展示着所代言的腕表产品。依波今年签下了陆

毅做代言人，罗西尼有胡军代言，天王也在计划签约自

己的代言人……当然，国表中最具代表的还是飞亚达携

手古天乐与高圆圆的合作。

今年飞亚达于瑞士苏黎世拍摄全新广告大片“悦享

浪漫时刻”， 代言人古天乐与高圆圆再度携手， 共同演

绎。与此同时，飞亚达VI形象系统升级，以轻奢主义的时

尚风格，诠释“进取”途中“停下来”这一刻的浪漫故事。

本次主题广告片， 讲述古天乐饰演的金融才子，在

欧洲金融中心苏黎世打拼，一直忙于工作。这一天，他与

高圆圆饰演的女友，相约在苏黎世见面，一起放下繁重

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悦享浪漫时刻。片中两个人，彼此

知道对方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也始终在对方的心中，却

一直各自忙于寻找人生的方向，而忽略了彼此。终于，他

们想到要停下来，关注身边的人，享受生活。片中，他们

均佩戴了飞亚达2014年推出的新款腕表，古天乐佩戴摄

影师系列，而高圆圆佩戴的则是心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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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魅/力/国/表

自豪的中国制造

30年多年

来，中国的钟表

业都在默默无

闻地陪同瑞士、

日本、 德国、法

国等钟表业大

国的发展，但却

以坚韧和聪慧

获得了近年来

的快速成长，成

为全球钟表业

最关键的合作

伙伴。

今年6月，

深圳钟表展迎

来25周年，在全

球钟表业发展

放缓的当下，中

国钟表业逆流

而上，闪耀着耀

眼的光芒。

在本届展会上， 依波旗下各品牌均有系列新品推

出。 依波表在经典、 现代和运动休闲三大风格的指引

下，开发出更具精品范儿的新产品；卡纳推出新系列产

品“职场丽人”、“都市佳丽”；宇飞复杂机械表全系列

犹如梦之队， 创新设计和复杂机构及功能令人耳目一

新，其新品腕表探索者2于巴塞尔展载誉归来，首次于

国内亮相，博得众多眼球。

据依波品牌董事总经理陶立介绍，早在2006年，依

波就率先引进PLM先进研发设计系统

软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助

力钟表行业公共技术平台体

系建设，并于2008年建立与瑞

士设计团队的合作联系，深入

了解感受瑞士制表精

髓， 在秉承原创设计及

创新精神的同时，

紧跟国际腕表发展

趋势， 从而实现依

波做好表的愿望。

国表耀眼技术

中瑞自贸协定开启对全球钟表行业都有着巨

大影响，这也为国表带来了巨大契机。像这次深展

中， 飞亚达就与德国柏倍德集团共同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据飞亚达品牌总经理杜熙透露，合作对

双方全球化都有很大帮助，对BBD（德国柏倍德

集团）来说，依托飞亚达多年来在中国广泛的销

售渠道， 为旗下代理的众多德国名表品牌在中国

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对于飞

亚达来说，基于BBD多年在欧洲市场的深耕细作，

为飞亚达的全球化营销助一臂之力。

除飞亚达外， 其实越来越多国表品牌都在拓

展国际化道路， 像本次表展上依波表就首次将来

自瑞士的设计师请到了表展现场。在采访过程中，

依波品牌总经理陶立告诉记者， 目前依波与瑞士

方面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且国际化的制表团队，

相互取长补短，助力品牌全球化。

表展

看点

本次深圳钟表展， 飞亚达再次创新， 在展厅设计

上，做了关于摄影文化的大胆尝试。整个展厅被设计成

一个半封闭式的摄影暗房， 并用百余盏红色灯加以点

缀，数十个冲洗盆呈现了品牌不同主题的菲林片，四周

则精心布置了千余张照片， 为观者打造了一个神秘且

极具人文气息的影像世界， 传递今年飞亚达摄影师系

列“捕捉愉悦时光”的概念。展馆外则延续黑白极简风

格，整体以时尚、轻奢为主调，大气通透尽显国际化品

牌气质。

依波大师传奇系

列腕表在设计上集合

东西方审美共性，以众

多经典元素塑造永恒

价值形象，如产品圆润

的线条与外观造型、表

盘上的罗马字符、菱形

隔栅纹、造型独特的护

把位和采用 “中国象

棋” 棋子元素改良的

“南瓜”把，蕴含浓厚

的文化韵味。花盆式圆

润壳型及壳缘抛光精

饰与壳大身拉砂的反

差， 凸显柔美线条，勾

勒纤薄体形。18K玫瑰

金圈， 彰显尊荣身份，

同时搭载瑞士原装薄

型自动机械机芯 ，更

显腕表精艺优雅魅力，

全球限量300枚。

依波大师传奇系列

国表借星造势

飞亚达摄影师系列腕表

飞亚达心弦系列腕表

七夕节即将到来，将时光之礼藏于永生花簇，于腕

间悄然绽放。据悉，7月28日-8月2日期间，购买飞亚达

官网独家首发的代言人同款腕表 （飞亚达摄影师系列

腕表、心弦系列腕表），即可获赠Roseonly专爱魔幻主

义花盒。

国表国际之路

相比瑞表，国表确实起步稍晚些，但纵观如今国表的技

术，与瑞表相比却并不差。国产机械表的骄傲———海鸥表，

于本届深圳钟表展上就推出众多机芯和成品表的新成果，

这些新品令前来观展的瑞士人也惊叹不已。

中国的制表到底能做到什么水平？ 海鸥表的高总做了

这样的比喻：“海鸥表现在的研发中心， 如果关闭5年不生

产，到第6年把保险柜里的机芯拿出来，也不会在全球制表

领域落后。也就是说，目前海鸥制造的机芯是超前的，很多

目前在国表市场上还未见的超复杂功能也能达到， 但并不

是所有都已经在市场上呈现， 投入市场的只是挑选后的产

物。”

表展

看点

“海鸥表是值得国人骄傲的，目前是国内唯一能跟瑞

士制表抗衡的品牌，别人做不了的我们拿得出来。”据海鸥

表高总介绍，目前海鸥机芯年产量为400万枚，在世界范围

内能占到机械表年产量25%的高比例，可以说海鸥的技术、

研发能力，在国内目前没有一个制造厂可以相比，能接近的

都没有，所以海鸥责任重大，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钟表制

造业的水平，肩负着我国钟表行业走向和命运的责任。

“奇翼陀飞轮一号”

立体旋转陀飞轮腕表

世界偏爱中国味

在今年深展上，中国元素愈发突出。展馆首次引入中国

古老的计时仪器， 由宋朝天文学家苏颂等人创建的水运仪

象台（复原的）等古老的计时仪器均首次在深展现场展出。

此外， 本次表展期间举行的论坛也专设议题来特别突出中

国味，比如“独立制表人的设计之路”就专门邀请“中华时

计匠”董事安德烈先生畅谈自己的“中国梦”。

表展

看点

法国人的中国梦

来自法国的中华时计匠董

事、 总经理安德烈8年前到香

港，在一个钟表公司工作，当时

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但他很

纳闷身边的中国人都喜欢瑞士

的品牌、瑞士的表。于是，安德

烈萌生出以中国人的历史文化

来做一个中国腕表品牌的想

法。从结合苏颂的历史开始，他

到北京、上海、杭州、深圳，一站

接一站地讲述推广自己的品

牌，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

喜欢中国品牌， 同时接受中华

时计匠。

中华时计匠

女士系列

首个坚持中国文化精髓为

设计核心和 100%“中国制

造”的中华时计匠品牌迎来品

牌诞生的第四个年头， 今年该

品牌带来了红翡翠及钻石星空

三款专为女士设计的系列新

作， 这也是中华时计匠首次发

布女士系列， 为表迷展示了

“中国制造”高端腕表的魅力。

飞亚达摄影师系列限量款

2014

飞亚达心弦系列

2014

依波品牌代言人陆毅

海鸥表“奇翼陀飞轮一号”

在业内首次公开亮相的海鸥“多轴陀飞轮”腕表引来

众多观者驻足，作为“陀飞轮”升级力作的海鸥表“奇翼一

号”，其“双轴陀飞轮”机构运行的轨迹好似翅膀在空中展

开旋转，充分体现了“展翅翱翔”的寓意；将“单轴陀飞轮”

扩展成“多轴陀飞轮”，把调速机构的运动方式从二维提升

到多维，使其运动轨迹变得愈加复杂，也令其抵消地心引力

的能力被无限可能地提升。

“珍珠陀”

陀飞轮腕表

精致柔美的外形

风格，融合彩色锆石绽

放的明艳绚丽气质，处

处彰显佳丽的知性风

情与贵气，内外兼修的

曼妙姿态油然而生。都

市佳丽系列腕表力求

细节展现品质， 表盘、

秒针尾部，乃至柄头与

表耳的造型与弧线等，

所及之处尽显卡纳五

望花图腾，赋予腕表精

致美感， 令人心向往

之，心醉神迷。

依波卡纳

都市佳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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