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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创业，让他们的父辈成为了一代成功企业家。在众人眼中，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衣食无忧。在父辈们看来，他们
是自己人生的延续，是企业的未来。创业需要延续，创业更需要创新。这群年轻人，并没有躺在父辈的成绩上按部就班，而是拓展
思路，积极进取，将一次次创新融入到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开辟了精彩、崭新的“创二代”人生。

成都商报派出多名资深记者，历时一个多月，走到他们身边，走进他们的生活，细细聆听他们的心声。从今日起，正式推出
“聚焦成都创二代”系列报道。

筹备自己的电商平台，瞄准年轻一代

成都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百年老
店”，在成都最著名的老商业街春熙路上，董事长是今年60
岁的邹金玉。邹金玉的独生子张里，现为公司的副总经理。

张里1982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专业是经
济和企业管理。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成都“亨得利”任
副总，分管公司瑞表集团所有品牌的运营和销售。刚到公司
任职，他就发现：“本店吸引40岁以上的顾客，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需要抓住更多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

这不能不算这家百年老店面临的一个问题。

据成都作家蒋蓝所著的《春熙
路史记：一条街与一座城》和亨得
利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亨得利钟
表公司创始于1874年，前身为宁波
二妙春钟表行，后在多地设立分
行；成都亨得利钟表店开办于1925
年，当时就在春熙路上。

有评论称其“见证了春熙路商
业文明的历史进程，更记录下了钟
表时尚与消费的时代变迁”。据上述
资料，成都亨得利钟表店1949年后
改为国营亨得利钟表商场，除经营
钟表外，还加工制作首饰；1963年，
改组为国营成都市钟表眼镜照相
器材缝纫机专业商店；2001年，由
国营企业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张里说，他的母亲邹金玉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成都“亨得利”
当会计，后任公司董事长，不过她
很低调，极少接受采访。

其中有两组数据。1977年加入
“亨得利”的唐清正（现为公司副总
经理）曾告诉媒体，2002年亨得利
的销售收入是 4600 万元，2011 年
已达到3.6亿元。还有曾被反复提
及的：2008年起，成都“亨得利”的

年销售额在全国钟表单店中排名第
一，浪琴专柜的销量冲至全球第一。
2013年，浪琴表全球总裁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专访时也证实成都亨得
利是其“中国第一的专卖店”。

据张里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
的新的数据，2012 至 2014 年成都

“亨得利”的销售额都处于4亿元左
右的高点，而 2015 年下降到了 3.5
亿元。他当初发现的问题似乎已然
显现，“百年老店历史底蕴深厚，对
老一辈人来说值得信任，但90后、
00后是未来的消费主流。”

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张里在试
图解决问题，“我刚来头两年主要拓展
80后的客户，现在则是90后和00后，我
们会到学校进行推广宣传，让他们晓得
亨得利这个品牌。另外就是希望多渠道
发展、进行跨界合作，比如和汽车、酒店
行业进行抱团取暖、资源共享。”

张里说，除常规销售外，他来到
公司所做的都是这家百年老店之前
没有做过的。“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最
多还是和人打交道。我喜欢钻研如何
带团队，这是一门学科。”

张里对店内钟表品牌的形象设

计、柜台表款陈列、视觉观感的要求很
是苛刻，对销售人员的仪容仪表诸如
化妆、发型、鞋跟等都极其在意，“不能
是裸妆，眉毛必须画过、见得到口红，
头发不能披下而是盘起，必须穿高跟
鞋，不能戴眼镜，这在奢侈品销售行业
都有严格规定。”他解释：“客人进店第
一眼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表，销售人员
的形象是客人的第一印象。在国内，销
售人员只要长相甜美，客人愿意交流
沟通，成交的可能性就大于70%。”

“在国外，奢侈品尤其高端品牌
的销售人员多是年长的人，他们底蕴
深厚、让人信服，客人也愿意和他们
交流。但在国内不行，国内的顾客把
视觉和审美放在首位。”张里说，在亨
得利，很多客人只是来逛春熙路时进
店和销售人员聊聊天就把表买了。

张里把顾客分为两类，一类目标
明确，另一类毫无目的。“冲动型的客
人往往带来很高的销售。张里说，店
里卖过最贵的一块腕表售价190多万
元，2013年一位外地顾客来店里逛，
销售人员向他介绍这块表时他无动
于衷，第二天一早刚开店门，那位顾
客就过来指着表说：“我就要这个。”

张里分析，顾客买名表有几
种原因，一是实用，二是配饰，三
是已经有了很多名表、为了收藏、
针对不同场合戴不同的表：朋友
聚会等轻松场合，随意、不需要太
古板，适合戴中性的商务表；参加
正式晚宴、正装出席，要戴名表，
显示身份雍容华贵；度假、旅游、
运动感，戴偏功能性、运动性、便
利性的表；土豪的圈子穿金戴银，
戴镶金嵌钻的表。

“人是会受朋友圈潜移默化影
响的，圈子越来越多，圈子就会影
响到你。同一圈子，大家都戴劳力
士，你不可能戴天梭。而且你做生
意谈合作，你的穿着配饰是别人的
第一印象。”张里笑道，他在奢侈品
行业待久了，会条件反射看对方的
穿着打扮、习惯细节，“基本一眼就
能看出这个人处于什么状况”，“这

很有意思，是一门学问”。
他由此给店里的销售员定下

一个新要求：“个性化推荐”。甚至
多了一个新的考核：找一个人假扮
顾客，让店员目测这个人的衣服、
包、眼镜、耳环、项链、皮带等都是
什么牌子、什么风格。“店员要通过
考核必须到商场多逛多问，了解当
季奢侈品的资讯。从事奢侈品销售
得学会察言观色，了解客户的需
求，推荐不相干的产品就会导致交
易失败。”张里说。

事实上，这家百年老店面临的问
题可能更为复杂。张里向成都商报记
者解释成都“亨得利”2015年的销售
额为何会下降时说，这受到整个经济
形势对名贵高端品牌钟表的影响、海
外代购对奢侈品的影响、电商对实体
店冲击的影响。“奢侈品品牌对电商
怀着很谨慎的态度，一直主张体验的
思路。但现在国内外的差价巨大，大
家更追求价格上的优惠而选择网购、
代购。实体店有体验服务，但价格上
没优势，相当于有偿服务。”

在几年前，成都“亨得利”相关负
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按照公
司规划，未来 5 年内，亨得利将在成

都市区开5家分店，其中市中心开2
家，春熙路总店销售额将达到5亿元。”
不过张里对再开实体店的计划表示

“很慎重”。“好的实体店很少，成都新
的购物中心太多，品牌的饱和度、同质
化严重，一些新的商场不知道未来生
意怎样，一开店就面临很现实的成本
问题。实体店成本很高，春熙路上很多
实体店并不怎么赚钱，而是为了打形
象广告，是在其他渠道赚钱。”张里说，
目前“亨得利”在成都仅有两家店，“好
在春熙路老店的物业是我们自己的，
现在在想销售额怎么突破4亿元，怎
么开辟新的销售渠道。”

张里有了自己做电商平台的想
法。他觉得“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不能抵触，只能
迎合。只根据实体店渠道始终是有瓶
颈的，必须得把电商做起来。实体店+
电商模式，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他不
认为是“转型”，而是“另辟一个渠道”。

如今，张里已经有了 10 多人的
技术团队，筹备自家的电商平台已将
近一年。传统钟表老店自建电商平
台，这件事本身就有点“冒险”，但张
里不愿成为某些平台的“一员”：“有
的平台有假货，我们不愿同流合污。”
他想建一个“纯粹只有表”的垂直电
商平台，自信在于成都“亨得利”这家
百年老店的行业影响力和在钟表圈
层的风向标效应。

张里说，在这家百年老店，他的
时间和精力，都在于“年轻的一代”。

在到公司上班之前，张里称
他只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甚
至大学期间没谈过女朋友。

他这样解释没谈过女朋友：
“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未来。”他
说，在加拿大留学时学业很繁重，
自己一心投入学习，只想尽快毕
业；“在那边读书很枯燥很寂寞，
但我活得比较现实。即使谈个女
朋友，大学毕业也很难取舍，要事
业还是要爱情，与其难以解决不
如不要。”

又问他“你的兴趣爱好呢”，
被问急了，他就说：“高中时我和
同学疯耍，大学时兴趣爱好真的
就是读书，如果非要问现在的私
人兴趣爱好，就是喜欢钻研如何
带团队，说官方点就是把公司、品
牌和业绩做到最好。”他已习惯以

“生意人”自居。

专访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
的。墙上挂着几张小学生的绘画
作品，充满了小朋友世界的想象
力，绘画是海洋主题，有鲸鱼也有
飞鸟，张里说这是他们搞活动时
留下来的。

张里本人并不戴表。“因为戴
任何一个品牌都不合适，品牌的
人经常过来，我都不得罪。”他说，
从事奢侈品行业的人不见得自己
奢靡，但穿戴、生活方式和品位不
能“低端”，“低端习惯了，往高端
很难，就堕落了。”虽然也有人认
为他是富二代，但他并不认同一
些富二代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
觉得那是“盲目”且“消极”的。他
又回忆起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光，
本来他毕业后可以过一种慵懒的
生活，但“一辈子平平淡淡，不是
我想要的”。 （牛亚皓）

亨得利张里：生于1982年，留学归来

一个不戴表的卖表人
“一辈子平平淡淡，不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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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对方穿着
打扮、习惯细节，
这是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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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电商平台
“另辟一个渠道”

家住新都区大丰镇的张女士，非
常关注家门口的“锦丰新城”保障性住
房的建设进展，时不时去看看修得咋
样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这里跟一
般的工地很不一样——现场很干净，
噪音也很少，5层以上全是拼上去的，
像搭积木似的。”她口中的“不一样”，
全是因为这是成都市第一个按照装
配式方式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工程。

装配式建设，即我们通常所说的
建筑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
是未来建筑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
势。国务院、四川先后提出要加快装
配式建设发展。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

的《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设工程发
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推进装配式建设方式的要
求。“锦丰新城”是市政府确定的成都
市建筑工业化示范试点项目，也是
2016年度四川省第一批建筑业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在成都市的建筑节能
减排工作中，“锦丰新城”作为示范项
目，将进一步发挥导向引领作用。

一项重要“暖心”工程
全国应用面积最大示范项目

“锦丰新城”项目位于大丰街道
赵家村，占地约 180 亩，总建筑面积

约 50 多万平方米，修建 23 栋 26~32
层共计约 6500 套公共租赁住房，由
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投资26亿元建
设。目前该项目全面进入工业化吊
装阶段。

在项目施工现场，塔吊忙碌间，
一个个事先预制好的混凝土构件被
安放到自己的位置，等待被连接、固
定……在这里，由于从6层开始都实
现了预制拼装作业，现场没有大量的
建筑工人作业，扬尘几乎为零，因大
量现浇而产生的噪音也大大降低。

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锦丰新城”项目是西南地
区面积最大的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
预制装配率达40％~50％，预计2018
年建成，届时将满足我市 6500 多户
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改善城市低收
入居民的居住条件，不仅是一项绿色
环保工程，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暖心”工程。

全面采用BIM技术
在设计技术上走到四川前列

“建筑工业化，是未来建筑产业发
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相比传统建筑业，
新型建筑工业化主要在可持续发展和
绿色环保施工上实现了突破。”市房管
局住房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建设方式是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以
信息化管理为手段，将工程的设计、开
发、生产、施工、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一
体化产业链，在提高建筑工程建造效
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
建筑质量，并且节能环保，更绿色。

“锦丰新城”保障性住房项目全
面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进
行项目深化设计出图。为确保该项目
顺利实施，我市成立了成都市建筑工
业化试点项目总体统筹和工作推进
工作组，从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及
工业化专项论证到构建数据模型均

全程参与。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BIM数据库的创建，
可以准确快速计算工程量，提升施工
预算的精度与效率，为施工企业制定
精确计划提供有效支撑，减少资源、
物流和仓储环节的浪费。

目前，“锦丰新城”项目构件部品
在生产上均实现了工厂化、施工安装
装配化，大幅提升了建筑质量，减少
了建筑质量通病。

建筑节能减排领域
锦丰新城发挥导向引领作用

“装配式建设现场机械化程度高，
湿作业少，建造速度快，受气候条件制
约小，既缩短了工期，节约了劳动力，
又提高了建筑质量。”鉴于装配式建设
的种种优点，我市相关部门极力倡导
和推广，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也特
邀行业专家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工业
化培训，“建筑工业化生产是标准化、

工厂化生产，人工操作少，在质量控制
和安全生产管理上有较大提高，同时
也利于资源节约，减少环境污染。”

为加大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加快我市建设行业转型升级，进一步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积极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发了《成都市建设行业大气污染防
治十条措施》通知，严格落实加快推
进装配式建设工程发展的要求，加快
建筑工业化基地建设，要求全市房建
工程项目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
于 20%。自“锦丰新城”项目开始，一
场全新的历史性变革正在成都建设
领域展开。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和单
位已经陆续组织多场项目现场观摩
会。“锦丰新城”作为示范项目，将进
一步发挥在建筑节能减排工作中的
导向引领作用，加速我市装配式建设
工程的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图片由市房管局提供

成都百年老店亨得利的二代创业者

张里本人并不戴表。“因为戴任何
一个品牌都不合适，品牌的人经常过
来，我都不得罪。”

设计技术先进 绿色更环保
成都保障房项目推进装配式建设工程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为您报道

成都亨得利钟表店，80后副总经理张里 成都商报记者 张建 摄

成都保障房项目推进装配式建设工程，图为锦丰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