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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封

面

为期一个月的 “聚焦巴塞尔，

2015

年当红时间民意调查表” 自上月

6

日推

出之后， 我们已收到上千读者的回复。

在参与调查的同时，大家也对腕表行业

在中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从中也让

记者深刻感受到成都消费者的日趋成

熟。到今日截止，“当红时间”民意大调

查虽暂告一段落，但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调查中大家所反馈出的问题，也希望读

者们持续关注接下来成都商报时尚版

推出的为期一个月的巴塞尔表展特刊，

我们将对大家所关注的手表问题作出

一一解答。

通过为期一个月的

“当红时间” 调查可以看

出，成都消费者现阶段对腕

表行业还是非常有热情的，

八成消费者热衷中端价位

腕表。

本次调查， 在参与且

有购表预算的人群中，最

大人群集中在中产阶层，

调查数据显示91%的人群

年收入在5~20万之间；在

购表预算的调查中，约96%

的消费者锁定在5千~5万

之间，而仅有4%的人计划

在5万以上，这也可以看出

受近年来经济形势影响，

大家购表都较为谨慎，主

力价位还是以中端价位腕

表为主；此外，在“购表时

遇到的问题” 这一调查

中，“国内外购表价差”得

票数跃居第一，约61%的消

费者选择了该项，27%的票

数投给了“售后服务”，这

也充分显示出在购表过程

中价差是目前消费者遇到

的最大疑问。

其实，调查中除以上问

题外，在消费者自填的“还

曾遇到什么问题” 中很多

消费者也给本报填写了很

多宝贵的建议，对此成都商

报也将在接下来的巴塞尔

表展特刊报道中对这些问

题进行持续性的跟踪采访，

希望各位读者能继续关注

我们的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魏姝

了解时尚圈的人一定知道这位时尚界的

风云人物，从秀场到派对，从街拍到大片，她

从未穿错过衣服， 这位时尚明星的穿衣风格

被定义为现代女性的着装模板， 当然她还有

一个帅到爆的超模老公， 这个让男人爱女人

妒的明星就是奥利维亚·巴勒莫。

出身豪门，面容姣好，衣着得体，身材无

敌，这一切都可以作为奥利维亚炫耀的资本。

但见到她本人却像一个小女生一样， 刚落座

就说：“我能拍你的鞋吗 ？ 它们真是太好看

了。”一点名媛的架子都没有。整个采访由于

她超快的语速，十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大部分

时间都在聊她的穿衣风格， 她的一些穿搭技

巧真的很值得借鉴。“搭配前， 我会考虑到的

方面包括我的心情、场合，还有我的行程，但

最重要的是气氛， 所以我很喜欢裤装等比较

干练的造型，再配上适当的颜色和质地，重点

是要有混搭的感觉。如果需要灵感的话，我总

是会从鞋子与包包开始考虑。” 她告诉记者，

这些时尚的触觉是从小就具备了的，“我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随之进化，我的时尚品

位亦然。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时尚史，

随着我从十几岁迈入成年， 这种直觉也进步

了很多”。

当然，作为

MAX&Co.2015

春夏广告大片

的主演， 我们不自觉地也聊到了和这个品牌

的合作。 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奥利维亚非常

喜爱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源自意大利， 这能

从衣服的质感上感觉到。他们的衣服都美，年

轻的女孩子也很容易驾驭。”说到和品牌的合

作过程， 她表示作为这个品牌的代言人都很

注重合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摄影、制作、

化妆、 陈设以及整个项目的创意等，“所以在

整个筹备过程中我是很务实的”。

最后 ， 我们还让奥利维亚推荐了一款

MAX&Co.

当季她最心水的一件单品，她脱口

而出：“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风衣， 因为它分

成两个部件。比起穿上一整套衣服，我更喜欢

挑选不同的单品来进行搭配， 因为这样的组

合更多变，在搭配上也更好发挥。”

成都远洋太古里

爆发时尚春潮

3月28日，Max� Mara时装集团旗下最具年

轻活力的品牌MAX&Co. 在成都开设中国首家

双层旗舰店，以庆祝品牌入驻中国市场18周年。

新精品店坐落于成都远洋太古里， 占地

200平方米， 设计灵感来自温馨舒适的米兰公

寓。这座新店致力于为女性提供愉快而美好的

购物体验。店内采用明快布局，以舒适扶手椅、

小桌、地毯、鲜花和杂志为购物者营造亲切氛

围。店内灯光温暖而轻松。整体设计采用精致

色系，灵感源自彩妆色调，以快乐而宁静的气

氛取代传统购物中心的嘈杂环境。

从与众不同的展示单元到天然木材、马

略尔卡瓷砖、手工金属与镜面玻璃制品，店内

家具处处反映出经典意大利传统， 而精心设

计与优秀材质同样也是MAX&Co. 作品系列

的宗旨。

MAX&Co.2015春夏系列旨在帮助繁忙女

性以得体形象出现在各类场合。 经典版型与运

动服装风格相结合，融入品牌独特的意式色彩、

材质与裁剪策略，打造完美衣橱。旗舰店将展示

MAX&Co.旗下完整作品系列，包括日常奢华单

品、特殊场合着装与配饰。这些作品深受全球时

尚女性的喜爱， 例如担纲主演MAX&Co. 品牌

2015春夏广告大片的国际时尚明星奥利维亚·

巴勒莫（Olivia� Palermo）就是其拥趸。

成都八成消费者热衷中端腕表

国内外价差备受关注

“当红时间”民意大调查完美谢幕

最后一轮抽奖

名单出炉！

科莱丽洗脸神器限量版

邹影

186****8611

Burberry男士香水

� �

马宏超

136****8204

冉道睿

186****8283

王馨悦

159****7568

王欢

136****9152

李晶

186****3177

张士博

186****8817

Nina� Ricci女士香水

� �

刘畅

186****9211

韩梅

156****9881

刘杜鹃

139****2777

杨静

136****4928

陈玉敏

138****1489

马俊平

189****1987

张丹

189****6409

“当红时间”民意大调查抽奖名单

（第二轮）

（中奖名单如下，更多奖品与领奖详情可同步关注今

天的“时尚牙尖帮”微信公众号）

明星

尚品

MAX&Co.

开设中国首家双层旗舰店

Miu� Miu在成都远洋太古里开设第二

家店铺。全新店铺由著名建筑师罗伯托·巴

奇奥基操刀设计，店铺分为上下两层，总占

地面积为540平方米。 店内展售各种款式的

Miu� Miu产品，包括女士成衣、手袋、鞋履与

配饰。玻璃墙外观及其后悬挂的金属幕布，

皆传达出Miu� Miu的创新精神。三个壮观的

大理石店铺入口均以缎面不锈钢包边，其

中两个位于一层，一个位于二层。

店铺一层由四个独立的区域组成，其中

三个区域展售手袋与配饰，第四个区域展售

鞋履。 店铺墙面用Miu� Miu标志性的金色锦

缎包覆，镜面墙从地面延伸至天花板，锦缎

及抛光不锈钢陈列壁龛嵌入墙面之中。地板

整体铺设棕色大理石与柔软米色地毯，营造

出奢华柔美的氛围。现代化背光式网状金属

天花板与这些经典元素形成完美对比。

优雅的楼梯通往二层女士成衣与鞋履

区。 二层的三个区域由宽大的镜面走廊连

接，并悬挂有金色锦缎帷幕。产品或陈列于

壁龛之内， 或摆放在房间中央以玻璃和抛

光不锈钢打造的桌几上。 休息室中摆放着

金色锦缎沙发与玻璃咖啡桌， 营造出优雅

而私密的氛围， 恰与Miu� Miu的品牌价值

观完美契合。

3 月 19 日 ，LAFAYETTE� 148� NEW�

YORK成都精品店正式开幕， 亮相成都远洋

太古里。 成都本地的众多时尚达人和时尚媒

体参加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国内舞蹈艺术家

金星携其舞蹈团队在活动现场进行了表演。

LAFAYETTE� 148� NEW� YORK创建

于 1996 年 ， 总 部 选 址 于 纽 约 曼 哈 顿

LAFAYETTE大道，品牌因此得名。自2012年

于上海久光首家精品店盛大开幕后 ，

LAFAYETTE� 148� NEW� YORK先后在北

京国贸、武汉国际广场、杭州大厦、西安中大

与成都远洋太古里开设了精品店。

3月28日，国际时尚概念品牌EQ:IQ及综

合品牌店CCshop于成都远洋太古里盛大开

幕，闪耀呈现2015年春夏新品系列。

在本次开业盛典中，时尚模特向来宾们展

示了EQ:IQ品牌及CCshop旗下众多品牌的最

新春夏系列。EQ:IQ的2015年最新春夏女装系

列，荟萃不同春夏风格的设计，为温暖春夏带

来不一样的情怀。2015春季系列以被喻为“大

海的吉卜赛人” 莫肯族与巴瑶族的水栖生活

为设计重心，而夏季系列则深受著名电影《野

孩子》所述的文化冲突影响，巧妙地将源于大

自然的野性与端装而经典的设计结合，其服饰

质感与剪裁技巧展现女性美态， 洋溢海洋气

息。同样，CCshop在2015春夏推出了多个时尚

品牌， 包括Cosmoparis，Enzo� Angiolini，Car-

olinna� Espinosa，Easy� spirit，Nine� West的最新

系列。其中，Cosmoparis这个受T台风格及女性

张扬的时尚态度所鼓动的真正巴黎时尚鞋履

品牌，更是将首次进驻中国市场选择在此。

在当天的开幕现场，主办方还特别设置

了当下最流行的微信互动游戏， 嘉宾可以选

择心仪的产品做搭配并且拍照留念， 上传微

信即可现场打印相片。 而EQ:IQ及CCshop推

出的数码化购物方式也在本次活动中呈现，

顾客不仅可以在休息区浏览最新的品牌资

讯、商品信息，更可直接在网上购物，实现线

上商城与线下实体店一体化的购物模式。

MIU�MIU

成都第二家店铺

落户成都远洋太古里

作为成都潮流时尚的全

新地标， 成都远洋太古里聚

集了从顶级到潮流的各类品

牌。入春之际，这些品牌同

时发力，新品鉴赏、明星站

台、新店开业，将成都的时尚

氛围又带入一个高峰。

成都商报记者 司璐 李鹏程

我的时尚品位从小就开始培养

———专访奥利维亚·巴勒莫

LAFAYETTE�148

NEW� YORK

成都精品店正式开幕

EQ:IQ及CCshop

呈现2015春夏新品系列

开幕 当天 ，LAFAYETTE� 148� NEW�

YORK还同时发布了2015年春夏系列，其灵

感来源于抽象大师Kandinsky的杰出画作。在

绚丽色彩、轻盈线条和旖旎印花中，发觉潜

藏于身体灵魂中的不受拘束，在剥离掉层层

枷锁桎梏后，将本质中富于追求和探索的激

情一一呈现。本季在面料的甄选上依然推崇

自然至上，亦同样可以看到现代工艺的极致

演绎。纤长、宽松、垂感成为本季裙装与裤装

最惹人注目的廓形特点，轻盈的线条与不对

称剪裁，勾勒出别致柔美的身姿，空灵而富

有质感的面料重塑经典款式极具个性的魅

力。机车夹克与运动夹克以硬朗边缘的链条

配饰交织浓郁黑色的钻石纹蕾丝，演绎出干

练自信的中性优雅之姿。此外，品牌还于同

期在成都远洋太古里举办了概念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