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领衔 □

尹相直

产业通商资源部 长官

金章洙

韩国驻华大使馆 大使

（前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副总理级）

张大焕

每日经济媒体集团 会长

主打企业 □

孙京植 CJ集团 会长

具滋烈 LS集团 会长

朴商镇 三星电子 社长

朴载淳 三星电子 副社长

崔成起 现代汽车 社长

慎文范 LG电子 社长

张仁焕 浦项制铁公司 社长

徐镇宇 SK� Planet�社长

孙子强 SK� China�代表

李元濬 乐天百货商店 社长

苏镇世 乐天集团 社长

金昌权 乐天资产开发 代表

中韩企业家

高峰论坛

参会嘉宾名单

出炉

其他企业 □

朴根太 CJ� China 代表

李秀满 SM娱乐集团 会长

宋承桓 PMC 会长

南廷垠 大宇国际株式会社 副社长

吴重熙 现代百货商店集团 副社长

卢素英 ArtCenter� Nabi 馆长

崔炳五 时装集团HyungJi 会长

金信韩 Daesung产业 会长

权仁台 ParisCroissant 代表

徐廷昊 ambatel酒店 会长

白淳晳 夏普 代表

黄仁奎 忠清燃气 代表

李相弦 KCC信息通讯 副会长

李在佑 Vogo基金 代表

尹景立 Yuhwa证券 会长

金亨锡 南海综合建设 社长

白承浩 daewon制药 会长

金义炯 三逸会计 法人代表

蔡瑞一 高丽大学 教授

金渊镐 samwha制纸 会长

高晶锡 日新创业投资 代表

金亨淳 韩国络卡 代表

金海莲 Songwon集团 会长

金荣鹤 韩国贸易投资保险公司 社长

金正宽 韩国贸易协会 副会长

李承哲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副会长

金道薰 韩国产业研究院 院长

李日衡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院长

金仁哲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申诉专员

李东键 友利银行 首席副行长

洪荣杓 输出入银行 副行长

成国济 新韩银行 中国法人长

权五勇 晓星 顾问

成宰德 SK化学 中国代表

郑永禄 首尔大学 教授

朴南奎 首尔大学 教授

李章雨 庆北大学 教授

金庆默 德成女子大学 教授

李柱益 宝蓝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会长

金英敏 SM娱乐集团 社长

韩世敏 SM� C&C� � 代表

安七炫 SM娱乐集团 董事

（原韩国

HOT

成员）

卢载宪 汉中文化中心 院长

（卢泰愚 前总统的儿子）

金纪宪 韩国咨询振兴院 北京事务所长

“中华文玩”从古至今一直备受

社会青睐。文玩的魅力，不但是能够

收藏、装饰佩戴，而且能够“把玩”，

并通过“把玩”达到健身、养心、修行

的效果。随着时尚潮流的发展，琥珀

蜜蜡、青金石、南红玛瑙等文玩逐渐

成为了许多爱美人士的新宠。

您对文玩感兴趣吗？ 您想入手高

品质的文玩物件吗？本周五到周日，成

都商报买够网将再度携手国内第一家

翡翠直销企业缘与翠， 为蓉城市民带

来一场规模盛大的高品质文玩物件直

销特卖会，届时，海量的蜜蜡、蓝珀、青

金石、 南红玛瑙等文玩物件将以亲民

价亮相， 相比商场价， 最高可省钱

80%。此外，特卖会上还会展售数千款

质地细腻、 做工精细的缅甸A级翡翠

饰品，款式包括手镯、项链、挂件等。

恰好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而下

个月又将迎来父亲节，如果您想在特

别的日子里为自己的父母选购一份

特别的礼物，不妨带着他们来逛逛这

场难得一见的蜜蜡翡翠特卖会吧。

蜜蜡收藏热 价格一路走高

时下，在不少喜欢佩戴饰品的人身

上，都不难发现蜜蜡的身影。关于蜜蜡

的来历，民间有着“千年琥珀，万年蜜

蜡”之说，因此蜜蜡也显得格外珍贵，

成为一种被人竞相收藏把玩的宝物。

“近几年来，文玩物件表现出强

劲的势头，尤其是蜜蜡，喜欢的人越

来越多。”成都文玩藏家李先生说，收

藏的蜜蜡主要有新老两派，新蜜蜡指

的是近年来制作的，其款式和设计都

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 主要是装饰

品，像挂坠、手串一类，男女皆宜；老

蜜蜡指的是已经制作成的装饰品、艺

术品， 或者被人使用有一定时间的，

除了装饰品以外，还有一些小的把玩

件，外表可见明显的包浆，甚至表面

还有一些自然磨损的痕迹。

此外，笔者还了解到，不少人还

对佩戴蜜蜡赋予了转运、 旺财等美好

愿望的寄托， 这也是蜜蜡价格一路走

高的原因之一。目前，在国内的许多古

玩市场，蜜蜡都是按克称重计价。“这

几年，蜜蜡基本上以30%左右的价格稳

定增长， 前几年1000元能淘到一块漂

亮的蜜蜡， 现在同等品质的5000元都

不一定能拿下。”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玉石虽美 售价动辄几万元

《礼记》说：君子比德如玉。《说

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

泽以温，仁之方也。从古到今，“玉”

在中国人心中都是一个美好、 圣洁、

高尚的字眼。

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

生。古人认为玉为天地之精华，最能

蓄“气”，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玉中的

微量元素有益人体，而且玉所产生的

光电也能疏通经络，调节生理机能。

正是因为国人对玉情有独钟，近年

来，玉制品价格一路飙升。一个原因是

多年开采，原材料市场缩减；而另一个

关键因素是大量资金涌入，玉器市场存

在炒作成分，再加上各级经销商中间层

层“加码”，玉制品价格一路飙升。一个

价值一万元的翡翠手镯，到消费者手里

时， 售价可能是三四万元甚至更高，这

也让很多爱玉之人望而却步。

工厂价直销 最高优惠80%

� � � �“产品丰富，种类齐全，此次特卖

会上还有不少高品质的蜜蜡饰品隆

重亮相。” 缘与翠公司负责人李新兵

介绍，此次直销特卖会展售的蜜蜡翡

翠饰品有三大特点：更流行、更经典、

极具收藏价值。同时，此次活动的价

格比商场价格低很多，同等品质可省

钱50%~80%。

本次特卖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优惠力度？李新兵介绍，“这是因

为我们的产品均是出厂后直接面对消

费者，挤掉了中间环节的加价水分，真

正做到蜜蜡翡翠卖出‘工厂价’，比如

一块产自波罗的海的蜜蜡原料， 商场

价格14500元， 而我们的特卖价只要

2900元， 一款商场价4000元的蜜蜡项

链，特卖价只要800元”。

此外，特卖会现场还将展售大量

青金石、碧玺、南红玛瑙等精品饰品，

详情请关注明日成都商报。

（余兰）

2015世界知识论坛

中韩企业家高峰论坛

2015年5月19日-5月21日 中国·成都·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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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5日 星期二

责编 吴钦 美编 黄敏 校对 张德顺

距离论坛开幕还有 天

15

时间：本周五至周日（5月8日~10日10:00~17：00）

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

(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府大院背后；红星路二段

成都十七中后面）

公交：3、4、6、8、20、37、49、周二特卖会

58、81、98、152、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路二段方向步行

几分钟抵达

产品：蜜蜡、翡翠、和田玉、南红、碧玺等手串、手

镯、项链、摆件工厂价直销

特卖会承诺：特卖会期间，产品无损坏可退换货

咨询电话：028-86626666

“天价”蜜蜡翡翠 周五起工厂价直销

母亲节将至，买够网将于5月8日~10日举行蜜蜡翡翠特卖会，

款式多样，省钱50%~80%

母 亲 节 · 蜜 蜡 翡 翠 特 卖 会

韩企名门

集结蓉城

“同一个亚洲·同一个梦想”。备受瞩目的“2015世界知识论坛·中韩企

业家高峰论坛”将于本月19日—21日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包

括中韩政要领导、知名企业领袖、经济专家在内约500人将出席论坛并共

同“把脉”中韩经济新纪元。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主办方获悉，众多韩国排

名靠前的企业巨头掌门人将齐聚成都，三星、现代、LG、SK、浦项等韩国排

名靠前的多家企业都铁定参会。

（部分）

你好，三星

你好，现代

你好，LG……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主办方处拿到了

新鲜出炉的参会嘉宾名单， 论坛汇集了中

韩风云人物、商界巨子、社会知名人士、专

家学者，试图共同打开视野，寻求更高价值

实现。包括中韩政要领导、知名企业领袖、

经济专家在内， 论坛规模堪比成都此前举

办的财富论坛和华商大会。

据了解， 参会的韩方企业涵盖制造业、

百货业、房地产、金融业、娱乐业、通信产业、

电商等多个产业。其中大部分为世界五百强

排名靠前的企业，三星、现代、LG、SK、浦项

等韩国大企业都铁定参会。“韩企高管齐

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是空前的。”韩

国《每日经济新闻》常务董事朴裁炫说。

这份名单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尹相直、驻中韩国大使馆大使金章洙、每日经

济媒体集团会长张大焕领衔， 还有一大波企

业高管将云集成都，CJ集团会长孙京植、三星

电子社长朴商镇、现代汽车社长崔成起、LG

电子社长慎文范、 浦项制铁社长张仁焕、乐

天百货商店社长李元濬、乐天集团社长苏镇

世、SM娱乐集团会长李秀满、SK� planet社长

徐镇宇、友利银行首席副行长李东键等行业

领袖和企业大腕将全部亲临现场。

而在经济专家学者方面， 同样是大腕

云集， 包括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

李日衡、 韩国产业研究院院长金道薰也将

参会。此外还有首尔大学、东国大学等知名

院校的教授学者。

此外成都商报记者在名单中还发现了

原韩国HOT成员知名韩星安七炫的名字，

他现在的职务是SM娱乐集团董事。

“亚洲达沃斯”

遇到“一带一路”

在“一带一路”建设如火

如荼、 西部大开发不断加速之

际，韩国商界精英们早已嗅到了

中国西部所蕴藏的巨大商机。韩

国每经传媒集团会长、世界知识

论坛发起人张大焕认为，“一带

一路” 规划与本次论坛的主题

“同一个亚洲·同一个梦想”也

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政府大力支

持西部大开发，很多韩国企业很

感兴趣并进军中国西部地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