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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举行 

9 月 14 日，恰逢深圳国际珠宝展举办期间，由水贝珠宝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在深圳召开。本次论坛以

“新概念、新增长、新模式”为主题，旨在探讨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下，如何携手打

造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共同体，让更多国际珠宝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发展合力。 

据了解，2017 年，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落户水贝珠宝集团，是全球首个覆盖珠宝全产业链的平台，是中国乃至全球泛珠

宝领域的示范基地。通过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的品牌效应，目前水贝珠宝集团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个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等达成合作，为珠宝产业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水贝珠宝集团董事长卢礼杭表示，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旨在为其成员提供行政、市场及社会等全方位最优待遇，降低成员在

国际市场中的政府准入门槛，争取政策与资金的多重优惠。同时建立泛珠宝行业全产业链关系网，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实现行业

信息共享；拓展成员品牌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影响。 

水贝珠宝集团基于“一带一路”泛珠宝产业平台将会重点打造“一个基地、七大中心”。据水贝珠宝集团总裁梁锐介绍，“一

个基地”即“一带一路”泛珠宝产业示范基地，“七大中心”分别为全球性的珠宝原材料集散中心、全球性珠宝产业的金融服务中

心及矿产资源投融资中心、国际珠宝（中国）全产业链运营服务中心、全球唯一的珠宝智慧数据中心、国际珠宝艺术设计发布中

心、全球珠宝行业智库交流中心和深圳泛珠宝时尚文化中心。 

 “国家推出了一些有力的政策支持珠宝首饰行业发展，并提高了一些行业标准和制度，使得国内珠宝行业的工艺水平也提高

了很多，可以在全球进行竞争。”六福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王巧阳表示，珠宝代表了时尚、生活的态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产

品，现在国际上很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 

活动现场，哥伦比亚祖母绿出口协会理事长 Camilo Sanchez将重量为 5 千克的祖母绿原矿石捐赠给了水贝珠宝集团 IBC格式

时尚发布中心的“宝石墙”，并现场与水贝珠宝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底，约 170平方米的珠宝艺术墙将在水贝珠宝集团格

式时尚发布中心亮相。这面艺术墙将由 200 余种世界各地珠宝原矿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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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率先开展营商环境指标测评 

9 月 17 日，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深圳各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的帷幕，罗湖区也成为全国率先开展

此项工作的行政区。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指标。针对测评结

果，罗湖将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推动罗湖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工作更上一层楼。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数，更是城区软实力的载体。近日，在深圳市营商环境办的指

导和支持下，罗湖区率先谋划、率先部署，经过一个多月的前期准备，率先推动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测评工作。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

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

标国际一流标准，找准罗湖营商环境方面的短板弱项并提出整改优化措施，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实现大提升、大跨越。 

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果将在全市范围内排名。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

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可在两个月内完成。各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

指标。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有 6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反映投资吸引力有 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体现监管与

服务包含 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责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能部门。 

今年以来，罗湖区委、区政府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 项具体举措和 22 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罗湖组

建成立了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

下最快均可一日办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在税务服务、水电

气审批报装等方面按下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实菁英人才“1+3”配套文件，

为菁英人才提供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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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家机构，罗湖绘出世界珠宝产业版图 

璀璨的斯里兰卡蓝宝石、晶莹的哥伦比亚祖母绿、圆润的大溪地珍珠……今年内，一面创造世界纪录的珠宝艺术墙将在深圳

市罗湖区ＩＢＣ ＭＡＬＬ亮相。这面墙体将镶嵌 200余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原石，经中央美院壁画系教授吴啸海之手，将构成

一幅精美绝伦的珠宝壁画，并通过灯光背景，呈现出海洋波浪、霓虹变换的光影效果。 

这面珠宝艺术墙不仅是世界瑰宝的集中展示，更铺开了一张世界珠宝产业版图。9 月 14 日，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

在ＩＢＣ ＭＡＬＬ举行。论坛围绕“新概念、新增长、新模式”主题开展，探讨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建设的重大机遇下，如何携手打造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共同体，让更多国际珠宝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发展合力。 

自 2018 年 5 月“一带一路”泛珠宝时尚产业联盟成立以来，水贝珠宝集团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个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等达成合作。意大利、巴西、国际彩色宝石协会（ＩＣＡ）等国际知名机构相继落户深圳。 

让新空间承载行业创新发展 

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数据显示，黄金珠宝是深圳的六大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罗湖的特色支柱产业，罗湖已经

聚集了黄金珠宝市场主体大约 9000 家，年营业收入超过 1200亿元。其中，水贝出品全国 70％—80％的黄金饰品及镶嵌珠宝饰品，

孕育珠宝类“中国驰名商标”21个，珠宝类“中国名牌”23个，占全国 1／3以上。 

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表示，罗湖区政府将大力推动黄金珠宝产业全面产业升级，促进产业向智能化、规范化、品牌化、专业

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打造国际知名珠宝时尚创意城区，为国际珠宝产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宝都”如何迈向“世界宝都”？2018年 5月，“一带一路”泛珠宝时尚产业联盟在水贝成立。该联盟以ＩＢＣ泛珠宝时

尚经济总部为载体，通过打造“一带一路”泛珠宝产业示范基地，以及全球性的珠宝原材料集散中心等七大中心，搭建泛珠宝时

尚产业平台，为全球珠宝产业和市场提供世界级的配套和服务。 

平台的运作不能缺少空间载体。包含ＩＢＣ ＭＡＬＬ在内，水贝珠宝集团共打造了八大新空间，为商业模式的合作创新奠定

了基础。其中，水贝珠宝总部大厦是深圳市唯一获批的珠宝行业总部大厦，也是罗湖的新地标。大厦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包括 

 

 



 

 

 

 

两座高 240米的双塔，目前入驻企业以泛珠宝企业为主，入驻率超过 75％。 

同时，水贝珠宝集团还打造了罗湖唯一的全域式沉浸体验发布中心——格式时尚发布中心。该空间是集时尚发布、珠宝的高

端定制、文化体验、艺术长廊和活动策划为一体的活动中心，可以满足珠宝企业的品牌发布、产品订购、时尚派对、高峰论坛、

明星演艺的需求。 

亚朵酒店能够提供配套的高端商务居住服务；品潮汇则汇聚了高端、时尚的美酒佳肴；产业公寓可以满足年轻创业者的需求；

5栋独栋的空中墅馆，将发布、交际、办公等功能集于一身；此外，还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泛珠宝时尚产业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为

大湾区青年提供创业服务和指导…… 

“未来商业的发展，不再是以传统的购物中心为主，而是将朝着生态、健康、文化、智慧的创新型方向发展，这也是未来消

费主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水贝珠宝集团总裁梁锐表示，近年来，水贝集团通过积极打造泛珠宝业务平台，形成生态链新空间，

为全球珠宝行业创新发展探路。 

以完善配套服务全产业链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迎来重大机遇，我们需要在各行各业打造可以整合全产业链资源的产业平台，泛珠宝时尚产业平

台就是一个例子。”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荣誉顾问龙永图表示。 

一年来，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在生态链上的重要作用逐步显现。其中，水贝珠宝集团搭建了水贝珠宝产业链服务中心。这是

一个全球化的平台，强调文化链接、平等交易，通过教育消费者、理解消费者，跟消费者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扩大中国珠宝行

业的影响力。 

同时，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下称“深圳联交所”）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圳联交所成立于 2009 年，是国资控股的全

牌照综合要素交易平台，2018年的交易量已经达到 2万亿元，并获得了企业信用评级ＡＡＡ级。 

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代总裁李霄看来，搭建珠宝产业交易平台，可以解决行业面临的不平衡。平台可以在价格调节方面起

到指导作用，并为纳税提供助力。同时，平台可以向生产、供应等环节延伸，连接更多资源，帮助深圳珠宝市场在未来获得定价

优势，并促进交易的规范化和规模的提升。 

从国际化视野来看，李霄认为，在“一带一路”许多沿线国家，比如缅甸、斯里兰卡，不仅珠宝资源丰富，而且从业经验丰 

 



 

 

 

 

 

 

富。通过搭建可靠的珠宝交易平台，可以帮助沿线国家降低原材料采购过程中的潜在成本，让深圳、香港、澳门等城市的联系更

加密切。 

在产业链中下游方面，水贝珠宝集团在产业园区构建了设计师创业中心，并建立版权运营服务中心。通过版权运营服务中心，

给设计师进行确权，为中游企业的研发设计赋能。同时，还与腾讯云合作，借助腾讯云的技术优势，构建泛珠宝的大数据平台。 

此外，水贝珠宝集团还构建了服务线的生态链。企业入驻ＩＢＣ水贝珠宝总部大厦后，集团通过建设装修公司，给予装修和

设计上的支持。同时，为进入辖区的珠宝产业进行品牌策划，并承接泛珠宝时尚产业的活动和会务，以及融资、商务出行、证照

办理等工作，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水贝珠宝集团董事长卢礼杭表示，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旨在为其成员提供行政、市场及社会等全方位最优待遇，降低成员在

国际市场中的政府准入门槛，争取政策与资金的多重优惠。同时建立泛珠宝行业全产业链关系网，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实现行业

信息共享；拓展成员品牌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影响。 

“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的成立，及连续两年举办的论坛活动，正是水贝珠宝集团率先探索的成果，我相信只要全体深圳珠宝

人共同朝着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深圳珠宝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璞说。 

用世界语言表达中国元素 

4 月的北京电影节上，“法兰西玫瑰”苏菲·玛索佩戴一条巨大的翡翠蛋面项链登场，惊艳四座，也引发了国际市场对翡翠玉

石的关注。 

在本土珠宝行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用世界语言表达中国元素，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现在没有很多公司能把中国的翡翠玉石带到西方市场，我觉得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挖和合作。”国际珠宝首饰行业联盟

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利耶表示，不同地区对珠宝玉石的喜好存在差异，但是可以通过培育和传播逐步改变。例如，30 年前中国人

对钻石并不热衷，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钻石购买国。他相信，未来中国在翡翠玉石输出方面将大有可为。 

如今，越来越多的水贝珠宝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六福集团就是其中一家。该集团成立于 1991年，目前在全球已有超过 1900

多家分店，遍布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去年我们新开了 200 家店，今年计划新开 300家店，预计总店数超过 2100

家。”六福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王巧阳表示。 

 

 



 

 

 

 

参与国际竞争靠的是什么？王巧阳指出，近年来国家推出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支持珠宝首饰行业发展，同时提高了一些行业标

准和制度，促进国内珠宝行业提升工艺水平，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就像上世纪 90 年代在国内发展时，老百姓根本不了解我们

的品牌，但是当你逐步把品质、设计概念、工艺做好，就能在老百姓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 

“中国有很多优势，其中一大优势就是学习非常快。”美国创新迈阿密海滩收藏品展顾问委员会成员扬尼斯·亚历山得里斯说，

10年前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年轻人在问问题，探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以及许多珠宝行业的共性问题。“有了这些求知若渴的年

轻人，中国一定能在珠宝行业做大做强。” 

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东风，水贝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将继续扬帆起航。“借力国家战略，

深圳泛珠宝时尚产业能够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为将来创意产业链的提升、优化，以及资金、金融链的完善，作出更多的贡献。”

深圳市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姜力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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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抬手一弯腰一劝导，每日行走一小时，东门街道创文工作这样做 

9月 16日，罗湖区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毅前往东门社区带头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现场检查了文明城市测评中经常

失分的“脏乱差”区域和反复出现的“老大难”问题，对“行走”过程中发现的背街小巷的散落烟头、垃圾收集点垃圾清理不及

时、小广告乱张贴等不文明现象，第一时间进行了具体指导，并要求各责任部门、社区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16 日以来，“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累计参与人次 200 余人次，检查小区 11 个，清理路面积水 6 处，卫生

死角 53处，垃圾乱堆放 16处，清运路面垃圾 27袋。 

为全面推进东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东门街道对照深圳市、罗湖区的最新标准梳理出了《东门街道 2019 年度文明城市测

评实地考察场所职责分工表》，分工表细化了具体考察点位，明确了测评细则和具体责任部门。“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创文活动

期间，东门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社区将严格对照责任分工表要求，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在“行走”过程

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抓出实效、见到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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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的暖心故事，你读懂了吗？ 

为积极营造支持家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罗湖区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在罗湖区建区 40

周年之际，罗湖区妇联以深圳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持续发挥“家庭文化节”的积极影响，联合罗湖区摄影学会，会同区

卫健局、区教育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区老年协会以及区中小学家委联合会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图说罗湖 40年·懿家

有爱”家庭图片展活动。 

自今年 7 月以来，通过家庭照片征集、举办摄影比赛以及图片回顾展览等形式弘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家庭价值观，激发家国情

怀和罗湖家园意识，提升罗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活动开展至今，在“罗湖懿家园”、“新罗湖 新时代”等公众微信号推文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面广泛宣传，在广大辖区居

民中反响热烈。目前，共收到 1500余作品，摄影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和谐家风家貌，紧扣时代变迁家庭变化，富有创

新罗湖时尚家庭特色，展现女性成长发展风貌，更突显出广大妇女儿童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中，144幅（组）精彩摄影作品（专业组 72幅（组照）、业余组 72幅（组照））获评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获奖作品将于

9月 16日开始在罗湖区委一楼大堂进行为期一周的展出。随后陆续在东门街道思月书院、罗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做巡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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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率先启动营商环境指标测评 

14个一级指标成营商环境“试金石” 

昨日，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全市各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的帷幕，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企

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可在两个月内完成。据悉，罗湖也是全国率先开展此项工作的行政区。 

罗湖区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

力、获得用水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标

准，找准罗湖营商环境方面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数，更是城区软实力的载体。据本次参与测评的国内一流第三

方机构负责人介绍，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果将在全市范围内排名。各区营商环

境评价指标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指标。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有 6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反映投资吸引力有

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体现监管与服务包含 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责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能部门。 

今年以来，罗湖区委区政府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 项具体举措和 22 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该区组建

成立了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下

最快均可一日办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同时，罗湖在税务服

务、水电气审批报装等方面也按下了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实菁英人才“1+3”

配套文件，为菁英人才提供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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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率先开展营商环境指标测评 

接下来各区将统一标准，测评结果进行全市排名 

营商环境好不好，罗湖区设置了具体的指标。17 日，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全市各区营商环境指标

测评的帷幕。据了解，罗湖也是全国率先开展此项工作的行政区。 

记者从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环境办了解到，近日，在市营商环境办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罗湖区率先谋划、率先部署，

经过一个多月的前期准备，率先推动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测评工作。区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

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

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找准区营商环境方面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

推动罗湖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工作更上一层楼，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实现大提升、大跨越。 

本次参与测评的国内一流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士介绍，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

果将在全市范围内排名。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可在两个月内完成。

各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指标。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有 6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反映

投资吸引力有 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体现监管与服务包含 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责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

能部门。 

据了解，今年以来，罗湖区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 项具体举措和 22 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该区组建

成立了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下

最快均可一日办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同时，罗湖在税务服

务、水电气审批报装等方面也按下了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相关部门还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

实菁英人才“1+3”配套文件，为菁英人才提供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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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一流 罗湖率先开展营商环境指标测评 

9 月 17 日，深圳市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全市各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的帷幕，据悉，罗湖是全国率先开展

此项工作的行政区。 

记者从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环境办了解到，近日，在市营商环境办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罗湖区率先谋划、率先部署，经过一个

多月的前期准备，率先推动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测评工作。 

区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

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找准罗湖区营商环

境方面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推动罗湖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工作更上一层楼，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实

现大提升、大跨越。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数，更是城区软实力的载体。本次参与测评的国内一流第三方机构负责

人士介绍，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果将在全市范围内排名。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

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可在两个月内完成。各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包括 14个一级指标和 65个二级指标。责

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能部门。 

今年以来，罗湖区委区政府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项具体举措和 22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罗湖区组建成立了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下最快均可一日办

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同时，罗湖在税务服务、水电气审批报装等

方面也按下了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实菁英人才“1+3”配套文件，为菁英人才

提供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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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建区 40 年 罗湖开启有爱家庭图片展之旅 

为积极营造支持家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罗湖区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在罗湖区建区 40 周年之

际，罗湖区妇联以深圳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持续发挥“家庭文化节”的积极影响，联合罗湖区摄影学会，会同区卫健局、区教育

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区老年协会以及区中小学家委联合会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图说罗湖 40年•懿家有爱”家庭图片展活动。 

自今年 7月以来，通过家庭照片征集、举办摄影比赛以及图片回顾展览等形式弘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家庭价值观，激发家国情怀和罗湖

家园意识，提升罗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活动开展至今，通过区公文办理系统发动全区干部工作人员参与，印制 1000 张海报张贴社区楼宇、在“罗湖懿家园”、“新罗湖 新时

代”等公众微信号推文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面广泛宣传，在全区干部和广大辖区居民中反响热烈。 

目前，共收到 1500 余作品，摄影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和谐家风家貌，紧扣时代变迁家庭变化，富有创新罗湖时尚家庭特

色，展现女性成长发展风貌，更突显出广大妇女儿童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其中，144 幅（组）精彩摄影作品（专业组 72 幅

（组照）、业余组 72幅（组照））获评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 

据悉，获奖作品于 9 月 16 日开始在罗湖区委一楼大堂进行为期一周的展出。随后陆续在东门街道思月书院、罗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等巡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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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率先！罗湖开展营商环境指标测评 

9 月 17 日，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全市各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的帷幕。据悉，罗湖也是全国率先开展此项

工作的行政区。 

读特记者从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环境办了解到，近日，在市营商环境办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罗湖区率先谋划、率先部署，经过

一个多月前期准备，率先推动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测评工作。 

罗湖区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关于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

得用水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找准全区营

商环境方面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推动罗湖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工作更上一层楼，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

业实现大提升、大跨越。 

据参与测评的国内一流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士介绍，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果将在全市

范围内排名。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在两个月内完成。各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指标，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有 6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反映投资吸引力有 4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体现监管与服务包含 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责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能部门。 

据悉，今年以来，罗湖区委区政府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项具体举措和 22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该区组建成

立了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下最快均可一

日办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罗湖在税务服务、水电气审批报装等方

面也按下了“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同时，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实菁英人才“1+3”配套文件，为菁

英人才提供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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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2019 中国黄金珠宝盛典在深举行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由中国黄金报社主办、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指导，中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时尚买手协会、深

圳市联美时代影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 年第六届中国黄金珠宝盛典”日前在深圳罗湖盛大举行。本次盛典活动旨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展现多年来中国黄金珠宝人的成就与宝贵经验。 

活动中发布了《70年 70人·最美黄金奋斗者》系列微视频，以黄金珠宝业发展变革为主线，选取了 70位黄金珠宝业者为出境主角，

以凝练的镜头语言展现变革中黄金珠宝行业辉煌的发展。相关视频将陆续在多个传媒渠道上播出。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朱书红，深圳市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叶志斌，中

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崔建国等出席了本次盛典并致辞。 

嘉宾们表示，面对新的形势，创新正在成为珠宝行业发展的原动力。工艺技术创新、设备革新以及传统文化与传统技艺结合，正在为

行业带来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以产品创新、质量保障为引擎，创造消费需求，带动行业发展，是行业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之

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黄金珠宝行业只有严把质量关，提高品质、升级服务，才能最终被消费者认可。 

盛典上，“2019第四届中国金店 100强榜单”正式颁布。中国黄金北京旗舰店、北京菜市口百货朝阳店、上海老庙黄金福佑店、南京

宝庆银楼总店、中卫金店总店等 100家金店被授予“中国金店 100强”称号。据介绍，本次评选邀请了多位来自各省市质检机构、行业协

会的专家推荐，通过企业报名、调查公司数据调查以及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入围的 100家，基本涵盖了当前中国黄金珠宝市场中一线零

售品牌和地方龙头品牌。 

活动还举办了“消费升级·零售转型”及“东方美物——国潮·文创”两大专题论坛，并发布了《消费升级·零售挑战——2019 中

国黄金珠宝消费者调查白皮书》报告，捕捉消费者在变革时代的消费动向。金有金市场部总监赵邦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主任孙捷、

萃华珠宝执行总经理柴刚、千年珠宝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勇等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活动期间，也举行了多场启动和授牌仪式。浙江中金黄金·金有金零售平台、《非遗·细金—花丝百年技·忆》出版工程启动，“全国

黄金珠宝人才增值计划暨中国百强金店教育培训基地”正式授牌。此外还包括金有金“2019中国黄金珠宝盛典”创新模式推荐品牌授牌、

黔宝金店中国古法银饰典范品牌授牌、千年珠宝·华夏首礼中华国潮文创珠宝典范品牌、萃华珠宝故宫文化名名店品牌等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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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高效安全监管模式！罗湖区发布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智能纳管平台 

为探索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信息化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9 月 17 日，罗湖区安委办在翠竹街道召开小散工程和零

星作业智能纳管平台启用发布会，并对在场人员进行平台操作培训。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智能纳管平台运用生态安全、智能安全的新理念、

新技术解决当前安全监管的痛点、难点、盲点问题，实现了小散工程及零星作业的智能化监管，开启了数据多跑腿、业主少跑腿的高效监

管模式。 

据了解，在罗湖区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引下，纳管平台于今年 7 月开始搭建，8 月份在翠竹街道试运行，将辖区内 1107 家物业单

位作为基本管理单元，通过创建独立维码，用手机微信扫码申报，简化申报流程；物业单位通过 APP初审，把好安全管理第一关；此举在

落实业主和物业单位的主体责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重点解决了小散、零星作业主体难把控的问题，打通了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平台 PC 端结合运算平台、智慧城市政务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申报数据和巡查情况综合分析后，通过

政务跳转功能，实现各职能部门协同监管，解决了职能部门监管边界不清的问题，使得安全监管更加系统化。运算平台通过收集数据，利

用科学算法定期生成评估报告，及时把握风险等级、新增风险源及预估风险趋势，给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指导，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础数

据。 

记者现场看到，翠竹街道辖区各物业管理处及消防重点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专干等 100余人参加了此次发布会，并现场接受平台操

作培训。据悉，下一步，罗湖区安委办将对纳管平台进行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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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变迁、留下温暖 | “图说罗湖 40 年•懿家有爱”家庭图片展 

9 月 16日，“图说罗湖 40年•懿家有爱”家庭图片展，在罗湖区委一楼大堂进行为期一周的展出，随后将陆续在东门街道思月书院、

罗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处巡回展出。 

在罗湖区建区 40 周年之际，罗湖区妇联以深圳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契机，持续发挥“家庭文化节”的积极影响，联合罗湖区摄影

学会，会同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区老年协会以及区中小学家委联合会等相关单位开展了此次活动。 

活动旨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营造支持家庭

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罗湖区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 

自今年 7月以来，通过家庭照片征集、举办摄影比赛以及图片回顾展览等形式弘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家庭价值观，激发家国情怀和罗湖

家园意识，提升罗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活动通过区公文办理系统发动全区干部工作人员参与，印制 1000张海报张贴社区楼宇、在“罗湖懿家园”、“新罗湖 新时代”等公众

微信号推文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面广泛宣传，在全区干部和广大辖区居民中反响热烈。 

目前，共收到 1500 余作品，摄影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彰显和谐家风家貌，紧扣时代变迁家庭变化，富有创新罗湖时尚家庭特

色，展现女性成长发展风貌，更突显出广大妇女儿童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其中，144 幅（组）精彩摄影作品（专业组 72 幅

（组照）、业余组 72幅（组照））获评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 

 

 

 



“蒋开儒回穆棱——青春演讲演唱会”举行 

9 月 17 日下午，由罗湖区文联和黑龙江省穆棱市委宣传部主办、罗湖音协与穆棱市文联、穆棱文化馆承办的“蒋开儒回穆棱——青

春演讲演唱会”，在穆棱市第一中学广德讲堂举行。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著名词作家蒋开儒结合自身经历，以对党、对祖国的炽热情怀，为现场 1000多名观众做了《我和新中国

70年》的激情演讲。随行的深圳歌手杨茜、徐余瀚韵和穆棱本地 10余名歌手分别演唱了由蒋开儒作词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

《金光一缕》、《中国好运》、《读书的女人最美》等代表性歌曲。穆棱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领导观看了演讲演唱会，数千网友通过网络直播

观看了本次演讲演出。 

穆棱市是地处中俄边境的一座美丽小城。蒋开儒从部队转业后，在这里生活、工作了 30多年，创作了《喊一声北大荒》等成名歌曲。

离休后，蒋开儒移居深圳，以不衰的激情陆续创作出《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时代劲歌。但他始终感念在穆棱度

过的峥嵘岁月和穆棱人的美好情感，将穆棱深情地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据悉，此次演讲演唱会后，受当地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盛情邀约，蒋老师还将在穆棱参加多场演讲会、座谈会，和大家分享爱国情怀与

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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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下午茶”来了，专家建议东门探索打造 5G 应用示范街区 

9 月 17日下午，东门街道举行第 4期营商环境和商圈升级之东门下午茶（简称“东门下午茶”）座谈活动。本期“东门下午茶”邀请

了 5G 产业专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商家业主代表等，就“东门步行街 5G应用示范街区建设”主题召开热烈研讨，共同为东门建

设国内领先的 5G生活应用示范街区建言献策。 

活动邀请了 5G产业基金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集团投资公司总经理高宏亮，罗湖电信公司总经理赵福云就 5G产业智慧互联应用开展专

题辅导。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区长石德武介绍了该区 5G建设情况，表示要和罗湖东门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同时，利用东门场景优势，以东门商圈升级改造为契机，与会人员就街区开展 5G+百货、+零售、+娱乐、+美食、+时装等等多方面进

行了探讨，提出在东门步行街尝试试点示范，探索开展“商家+基金+技术+政府”多方合作共建模式，共同将东门步行街建设为国内领先

的 5G 生活应用示范街区。 

东门街道办事处主任喻强表示，东门打造 5G 生活应用示范街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是政策优势，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 5G、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重大创新载体。我市作为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电信首批 5G 试点城市之一，发展 5G产业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优势。第二

是区位优势，东门商圈地处深圳罗湖核心商业区，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地理位置优越。第三是机遇优势，中电信智慧互联 5G 产

业 100 亿元基金已落户罗湖东门，市、区政府均高度支持该项基金及运营团队工作。此外，东门步行街和东门统筹片区升级改造方案即将

落地，东门步行街作为我省唯一申报国家商务部第二批高品位步行街提升改造试点街区，也都必将为 5G 生活应用街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发

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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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小问题，创建大文明，“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活动举行 

近日，罗湖区东门街道结合市、区有关会议精神，推动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带头，

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每天抽出一小时时间行走东门，通过“一抬手、一弯腰、一劝导”等点滴行动，努力做到小问题日清日除，大问

题集中整治，有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9 月 16日上午，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毅、办事处主任喻强，分别前往东门社区、城东社区，带头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现

场检查了文明城市测评中经常失分的“脏乱差”区域和反复出现的“老大难”问题，对“行走”过程中发现的背街小巷的散落烟头、垃圾

收集点清理不及时的垃圾、乱张贴的小广告等不文明现象，第一时间进行了具体指导，并要求各责任部门、社区整改到位。 

16 日以来，街道各部门、社区负责人积极响应，累计参与人次 200 余人次，检查小区 11 个，清理路面积水 6 处，卫生死角 53 处，

垃圾乱堆放 16处，清运路面垃圾 27袋。 

据悉，为全面推进东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努力补齐创建短板，攻克创建难点和薄弱环节，切实将创文各项任务融入日常经常平

常。东门街道对照市、区的最新标准梳理出了《东门街道 2019年度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察场所职责分工表》，分工表细化了具体考察点位，

明确了测评细则和具体责任部门。 

活动期间，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社区将严格对照责任分工表要求，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在“行走”过程中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抓出实效、见到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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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扎寺、哪吒会碰撞啥火花？中国新文创珠峰级 IP 黄金盛典在罗湖举行 

当扎寺遇上故宫会碰撞出啥火花？近日，由粤豪珠宝主办的“扬国粹正乾坤——中国新文创珠峰级 IP黄金盛典”在深圳水贝 IBCMALL

隆重举行。 

本次盛会汇聚国内新文创领域三大超级 IP：新文创实力担当故宫、新文创潜力巨擘扎寺、新文创当红新贵哪吒，堪称中国黄金珠宝

行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巅峰盛会。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学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先生；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徐德明先生

常务副会长叶志斌先生；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会长黄志勇、执行会长杨绍武；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京；西藏刚坚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国辉先生；《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特效制作公司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 CEO聂华军先生等贵宾出席了本次盛会，

本次盛会就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发展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珠宝 IP化不是简单粗暴贴标签 

近年来，中国珠宝行业刮起了“IP+珠宝”风潮，但大多数 IP只关注一时的流量，缺乏系统持久的内容运营和文化积淀，从而导致众

多珠宝 IP流于形式，对整个黄金珠宝行业的资源配置造成极大浪费。 

作为专注黄金珠宝行业供应链的重要一员，粤豪珠宝向来以成熟完善的工业化产能优势和创新进取的创意设计能力傲视群雄，矢志不

移推动行业进步，积极探索行业发展的新可能、新动力。该公司认为，珠宝 IP 化不是简单粗暴的贴标签，在互联网经济大背景下，需要

深度融合 IP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生态，摒弃传统的机械化的产品思维，站在用户思维的角度，将 IP的文化价值与产品价值有机结合，从创

意、设计、工艺、营销、推广等环节深度融合 IP 背后的文化属性，创造性的使用 IP，持续性的运作 IP，进而让 IP 自然生长出强大的商

业价值。 

新文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粤豪深知，新时代的 IP必须既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二者缺一不可。经济价值是骨血，没有经济价值，IP 就难以进入市场和公

众视野，更难以从一个文化产品成为文化符号。文化价值是灵魂，没有文化价值，IP就难以持久，而且文化价值正是 IP凝聚淬炼、从产

品跃升为文化符号的核心动力。 

 

 



 

 

 

 

这种强调文化价值的趋势和新的生产方式，正是“新文创”的价值所在。粤豪珠宝倡导以新文创 IP 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目的是打造

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该公司深知，一个产业发达、文化繁荣、价值广泛的文化中国才能为世界带来最直观的具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故事和形象，也才能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最有效的继承和发扬。 

故宫、扎寺、哪吒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同时也是新文创领域的开拓者和生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与

粤豪珠宝开展战略合作，正是建立在对新文创概念高度统一的认知基础之上。 

见证中国黄金珠宝行业的盎然生机 

故宫是新文创领域的先行者，深厚的历史底蕴结合开创进取的创新精神，让四平八稳的古老故宫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本次盛会中，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回顾总结了故宫的创新历程，并对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发展寄予厚望。 

扎寺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天然具备神秘独特的文化属性和强大的资源号召力，刚坚文化传媒总经理韩国辉先生在本次盛会上作了精

彩分享。 

自上映以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凭借刷爆全网的影响力，一夜之间成长为超级网红 IP，走出国门的哪吒，更是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

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魅力。瑞金国际邀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特效制作公司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聂华军先生到

现场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具备强烈故事性和浓厚情感内涵的哪吒 IP，必将为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带来一股全新的时尚风潮。 

三大顶级 IP打造新文创黄金精品 

粤豪珠宝与故宫早在去年就合作开发过一款风靡珠宝圈的“故宫乾坤吉祥珠”，此次再度牵手，正是建立在过去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

相信不远的将来，双方将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本次盛会上，粤豪珠宝与故宫博物院、扎什伦布寺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发布了三方合作后的首款黄金产品：故宫瑞兽系列手

串。 

故宫瑞兽系列手串由吉象手串和貔貅手串组成，吉象手串以故宫御花园“负（富）跪（贵）吉象”和扎寺“和睦四瑞图”中的吉象为

原型艺术演绎，吉象镌刻龙纹，象征福气与好运，头顶点缀如意造型红色珐琅，寓意吉祥如意，带给佩戴者平安如意、富贵吉象的美好守

护。 

貔貅手串以故宫院藏“青白玉辟邪”貔貅为原型演绎，肩负双翼，四足带火焰纹，寓意事业腾飞，开口大腹寓意“广纳财源”，如此 

 



 

 

 

 

气概，也就宫里的瑞兽能有。 

故宫瑞兽系列手串的包装更是夺人眼球，手绘故宫角楼与扎寺白塔等元素，艺术演绎从扎寺到故宫和善吉象的文化碰撞，典雅的蓝色

与明快的橘色和谐交融，一方一圆、唯美时尚。 

《哪吒之魔童降世》完美演绎了国漫电影与黄金珠宝的跨界合作，哪吒 IP 贵金属产品研发设计取材自电影里丰富的文化元素，产品

涵盖电影里的乾坤圈、风火轮、火尖枪、太乙葫芦、龙珠、混元珠及莲花等文化元素，款式涵盖手镯、吊坠、戒指、锁包及手链等多种表

现形式，每件产品均采用中国高端的黄金古法制金工艺手工打造而成，力求保持电影里中国传统元素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还原了电影里

的每个细节。 

新文创版权保护联合启动 

新文创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深厚土壤，倡导版权保护则是新文创持续创新发展的保护伞和护城河。 

因为中国黄金珠宝行业有其自身的问题，行业集中度普遍不高，大量小微型珠宝加工厂夹缝求生，他们的版权意识普遍淡薄，监管难

度相对较大，这直接导致珠宝行业的侵权问题时有发生。当天盛会上，粤豪珠宝、瑞金国际邀请深圳市知识产权协会秘书长陈彦现场发表

精彩演说，呼吁大家互相监督，并现场举行了“支持正版保护原创‘新文创版权保护联合启动仪式”，为新文创版权保护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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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图说罗湖 40 年·懿家有爱”家庭图片展开展 

9 月 16日，记者从罗湖区妇联获悉，在罗湖建区 40周年之际，区妇联以深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持续发挥“家庭文化节”的

影响力，联合罗湖区摄影学会，会同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区老年协会以及区中小学家委联合会等，开展了“图

说罗湖 40年·懿家有爱”家庭图片展活动。 

活动旨在积极营造支持家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罗湖区家庭文明建设常态化。自今年 7月以来，

主办方通过家庭照片征集、举办摄影比赛以及图片回顾展览等形式弘扬新时期社会主义家庭价值观，激发家国情怀和罗湖家园意识，提升

罗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展至今，在全区干部群众和辖区居民中引起热烈反响。罗湖区妇联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面广泛宣传，目前共收到 1500 余件

作品，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彰显和谐家风家貌，紧扣时代变迁家庭变化，富有创新罗湖时尚家庭特色，展现女性成长发展风貌，

更突显出广大妇女儿童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其中，144幅（组）精彩摄影作品（专业组 72幅、业余组 72幅）获评一二三等

奖以及优秀奖。 

获奖作品 9 月 16 日开始在罗湖区委一楼大堂进行为期一周的展出。随后陆续在东门思月书院、罗湖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地做巡回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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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赋能老商圈升级改造，东门步行街打造 5G 应用示范街区 

9 月 17日下午，第 4期营商环境和商圈升级之＂东门下午茶＂活动在东门步行街举行。 

本期“下午茶”邀请了 5G产业专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商家业主代表等，围绕“东门步行街 5G应用示范街区建设”主题展

开热烈研讨，各方共同为东门建设国内领先的 5G生活应用示范街区建言献策。 

中国电信 5G产业基金总经理高宏亮、罗湖电信公司总经理赵福云等就 5G产业智慧互联应用开展专题辅导；与会人员就如何利用东门

场景优势，以东门商圈升级改造为契机开展“5G+百货，+零售，+娱乐，+美食，+时装，+教育，+健康，+文创，+环卫，+党建，+物业管

理”等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大家纷纷赞同在步行街试点示范，探索“商家+基金+技术+政府”多方合作共建模式，将东门步行街建设为国

内领先的 5G生活应用示范街区。 

东门街道办事处主任喻强表示，东门打造 5G 生活应用示范街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是政策优势，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 5G、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重大创新载体。我市作为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电信首批 5G 试点城市之一，发展 5G产业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优势。第二

是区位优势，东门商圈地处深圳罗湖核心商业区，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地理位置优越。第三是机遇优势，中电信智慧互联 5G 产

业 100 亿元基金已落户罗湖东门，市、区政府均高度支持该项基金及运营团队工作。 

据悉，东门步行街和东门统筹片区升级改造方案即将落地，东门步行街作为我省唯一申报国家商务部第二批高品位步行街提升改造试

点街区，也为 5G生活应用街区建设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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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小时行走东门！东门街道文明创建重实效 

近日，罗湖区东门街道结合市、区有关会议精神，积极推动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要求街道党工委领导班

子带头，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每天抽出一小时行走东门，通过“一抬手、一弯腰、一劝导”等点滴行动，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扎扎实实打基础、补短板，努力做到小问题日清日除，大问题集中整治，有力推动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9 月 16 日上午，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毅同志、街道办事处主任喻强同志，分别前往东门社区、城东社区，带头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

东门”，现场检查了文明城市测评中经常失分的“脏乱差”区域和反复出现的“老大难”问题，对“行走”过程中发现的背街小巷的散落

烟头、垃圾收集点垃圾清理不及时、小广告乱张贴等不文明现象，第一时间进行了具体指导，并要求各责任部门、社区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16日以来，各部门负责人积极响应，全面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累计参与人次 200余人次，检查小区 11个，

清理路面积水 6处，卫生死角 53处，垃圾乱堆放 16处，清运路面垃圾 27袋。 

据悉，为全面推进东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努力补齐创建短板，攻克创建难点和薄弱环节，切实将创文各项任务融入日常经常平

常。东门街道对照市、区的最新标准梳理出了《东门街道 2019年度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察场所职责分工表》，分工表细化了具体考察点位，

明确了测评细则和具体责任部门。“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创文活动期间，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社区将严格对照责任分工表要

求，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在“行走”过程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抓出实效、见到实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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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率先开展营商环境指标测评，14 个一级指标、65 个二级指标成为全市各区营商环境的

“试金石” 

9 月 17 日，罗湖区正式启动辖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拉开了全市各区营商环境指标测评的帷幕，据悉，罗湖也是全国率先开展此项

工作的行政区。 

记者从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环境办了解到，近日，在市营商环境办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罗湖区率先谋划、率先部署，经过一个

多月的前期准备，率先推动实施营商环境指标测评工作。 

罗湖区营商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营商环境测评的主要目的是全面掌握辖区部门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

用水用气等重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况、深入摸排了解企业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找准我区营商

环境方面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优化措施，推动罗湖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工作更上一层楼，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

实现大提升、大跨越。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数，更是城区软实力的载体。 

据本次参与测评的国内一流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士介绍，本次测评引入了国际领先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各区统一标准，测评结果将在

全市范围内排名。测评主要通过部门集中填报、企业抽样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进行，预计可在两个月内完成。各区营商环境评

价指标包括 14 个一级指标和 65 个二级指标。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有 6 个一级指标，28 个二级指标；反映投资吸引力有 4 个一级指

标，18 个二级指标；体现监管与服务包含 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责任单位几乎涉及政府所有职能部门。 

今年以来，罗湖区委区政府着力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出 18项具体举措和 22项工作要点。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该区组建成立了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打造“一网申报、限时办结、一次配齐”的“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办企业审批线上线下最快均可一日办结，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零跑动”事项占 70%以上、“最多跑一次”达到 100%。同时，罗湖在税务服务、水电气审批报装等方面

也按下了快捷键，使辖区企业及纳税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做好产业人才服务，落实菁英人才“1+3”配套文件，为菁英人才提供

多项综合服务，让罗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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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开儒回穆棱-青春演讲演唱会”盛大举行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罗湖区再致贺忱。9月 17日下午，由罗湖区文联和黑龙江省穆棱市委宣传部主办、罗湖音协与穆棱市文联、

穆棱文化馆承办的”蒋开儒回穆棱-青春演讲演唱会”，在穆棱市第一中学广德讲堂隆重举行。蒋开儒老师结合自身经历，以对党、对祖国

的炽热心怀，为现场一千多名观众做了《我和新中国 70年》的激情演讲。 

随行的深圳歌手杨茜、徐余瀚韵和穆棱本地十余名歌手分别演唱了由蒋开儒老师作词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金光一缕》《中

国好运》《读书的女人最美》等代表性歌曲。穆棱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领导观看了演讲演唱会，数千网友通过网络直播也观看了演讲演出。 

穆棱市是地处中俄边境的一座美丽小城，著名词作家蒋开儒从部队转业后，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创作了《喊一声北大荒》

等成名歌曲。离休后，蒋开儒老师移居深圳，以不衰的激情陆续创作出《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时代劲歌，但他

始终感念在穆棱度过的峥嵘岁月和穆棱人的美好情感，将穆棱深情地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据悉，此次演讲演唱会后，受当地领导和父老乡亲的盛情邀约，蒋老师还将在穆棱参加多场演讲会、座谈会，和大家分享爱国情怀与

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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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步行街探索打造 5G 应用示范街区，5G 专家为第 4 期“东门下午茶”建言献策 

9 月 17日下午，东门街道举行第 4期营商环境和商圈升级之东门下午茶（以下简称“东门下午茶”）座谈活动。本期“下午茶”邀请

了 5G 产业专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商家业主代表等，就“东门步行街 5G应用示范街区建设”主题召开热烈研讨，共同为东门建

设国内领先的 5G生活应用示范街区建言献策。 

座谈会首先由 5G 产业基金总经理高宏亮（原中国电信集团投资公司总经理）、罗湖电信公司总经理赵福云，就 5G 产业智慧互联应用

开展专题辅导；同时，利用东门场景优势，以东门商圈升级改造为契机，与会人员就街区开展 5G+百货，+零售，+娱乐，+美食，+时装，

+教育，+健康，+文创，+环卫，+党建，+物业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尝试在步行街试点示范，探索开展“商家+基金+技术+政府”多方

合作共建模式，共同将东门步行街建设为国内领先的 5G生活应用示范街区。 

东门街道办事处主任喻强表示，东门打造 5G 生活应用示范街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是政策优势，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 5G、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重大创新载体。我市作为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电信首批 5G 试点城市之一，发展 5G产业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优势。第二

是区位优势，东门商圈地处深圳罗湖核心商业区，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地理位置优越。第三是机遇优势，中电信智慧互联 5G 产

业 100 亿元基金已落户罗湖东门，市、区政府均高度支持该项基金及运营团队工作。此外，东门步行街和东门统筹片区升级改造方案即将

落地，东门步行街作为我省唯一申报国家商务部第二批高品位步行街提升改造试点街区，也都必将为 5G 生活应用街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发

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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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东门街道组织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近日，罗湖区东门街道结合市、区有关会议精神，积极推动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要求街道党工委领导班

子和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每天抽出一小时时间行走东门，通过“一抬手、一弯腰、一劝导”等点滴行动，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扎扎实实打基础、补短板，努力做到小问题日清日除，大问题集中整治，有力推动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9 月 16日上午，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毅、街道办事处主任喻强分别前往东门社区、城东社区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现场检

查了文明城市测评中经常失分的“脏乱差”区域和反复出现的“老大难”问题，对“行走”过程中发现的背街小巷的散落烟头、垃圾收集

点垃圾清理不及时、小广告乱张贴等不文明现象，第一时间进行了具体指导，并要求各责任部门、社区第一时间整改到位。 

16 日以来，街道领导、各部门、社区负责人积极响应，全面开展“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累计参与 200余人次，

检查小区 11个，清理路面积水 6处，卫生死角 53处，垃圾乱堆放 16处，清运路面垃圾 27袋。 

据悉，为全面推进东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努力补齐创建短板，攻克创建难点和薄弱环节，切实将创文各项任务融入日常经常平

常。东门街道对照市、区的最新标准梳理出了《东门街道 2019年度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察场所职责分工表》，分工表细化了具体考察点位，

明确了测评细则和具体责任部门。 

“每日一小时行走东门”创文活动期间，街道党工委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社区将严格对照责任分工表要求，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注

重实效，在“行走”过程中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抓出实效、见到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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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扎寺/哪吒 粤豪珠宝问鼎中国黄金珠宝行业新文创 IP 至高点 

2019 年深圳国际珠宝展前夕,由粤豪珠宝主办的“扬国粹 正乾坤——中国新文创珠峰级 IP 黄金盛典”在深圳水贝 IBC MALL 隆重举

行。 

“扬国粹 正乾坤——中国新文创珠峰级 IP黄金盛典”在深圳水贝 IBC MALL 隆重举行 

本次盛会汇聚国内新文创领域三大超级 IP:新文创实力担当故宫、新文创潜力巨擘扎寺、新文创当红新贵哪吒,堪称中国黄金珠宝行

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巅峰盛会。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学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先生;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会长徐德明先生 

常务副会长叶志斌先生;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会长黄志勇、执行会长杨绍武;北京故宫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京;西藏刚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国辉先生;《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特效制作公司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 CEO 聂华军先生等贵宾出席了本次盛会,

本次盛会就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发展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粤豪深刻理解珠宝 IP的核心价值 

近年来,中国珠宝行业刮起了“IP+珠宝”风潮,但大多数 IP只关注一时的流量,缺乏系统持久的内容运营和文化积淀,从而导致众多珠

宝 IP 流于形式,对整个黄金珠宝行业的资源配置造成极大浪费。 

作为专注黄金珠宝行业供应链的重要一员,粤豪珠宝向来以成熟完善的工业化产能优势和创新进取的创意设计能力傲视群雄,矢志不

移推动行业进步,积极探索行业发展的新可能、新动力。我们认为,珠宝 IP 化不是简单粗暴的贴标签,在互联网经济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深

度融合 IP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生态,摒弃传统的机械化的产品思维,站在用户思维的角度,将 IP的文化价值与产品价值有机结合,从创意、设

计、工艺、营销、推广等环节深度融合 IP 背后的文化属性,创造性的使用 IP,持续性的运作 IP,进而让 IP自然生长出强大的商业价值。 

扬国粹 正乾坤 新文创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粤豪深知,新时代的 IP必须既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二者缺一不可。经济价值是骨血,没有经济价值,IP就难以进入市场和公众视

野,更难以从一个文化产品成为文化符号。文化价值是灵魂,没有文化价值,IP就难以持久,而且文化价值正是 IP凝聚淬炼、从产品跃升为

文化符号的核心动力。 

 



 

 

 

 

 

 

 

这种强调文化价值的趋势和新的生产方式,正是“新文创”的价值所在。粤豪珠宝倡导以新文创 IP 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目的是打造更

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我们深知,一个产业发达、文化繁荣、价值广泛的文化中国才能为世界带来最直观的具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故事和形象,也才能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最有效的继承和发扬。 

故宫、扎寺、哪吒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同时也是新文创领域的开拓者和生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与粤

豪珠宝开展战略合作,正是建立在对新文创概念高度统一的认知基础之上。 

见证中国黄金珠宝行业的盎然生机 

故宫是新文创领域的先行者,深厚的历史底蕴结合开创进取的创新精神,让四平八稳的古老故宫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本次盛会中,故

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带领我们回顾总结了故宫的创新历程,并对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在新文创领域的发展寄予厚望。 

扎寺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天然具备神秘独特的文化属性和强大的资源号召力,刚坚文化传媒总经理韩国辉先生在本次盛会上的精彩

分享,让我们对扎寺在新文创领域的潜力信心倍增。 

自上映以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凭借刷爆全网的影响力,一夜之间成长为超级网红 IP,走出国门的哪吒,更是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传

统文化无与伦比的魅力。瑞金国际邀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特效制作公司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聂华军先生到现

场分享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具备强烈故事性和浓厚情感内涵的哪吒 IP,必将为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带来一股全新的时尚风潮。 

三大顶级 IP打造新文创黄金精品 

粤豪珠宝与故宫早在去年就合作开发过一款风靡珠宝圈的【故宫乾坤吉祥珠】,今天再度牵手,正是建立在过去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

相信不远的将来,双方将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本次盛会上,粤豪珠宝与故宫博物院、扎什伦布寺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发布了三方合作后的首款黄金产品:故宫瑞兽系列手串。 

故宫瑞兽系列手串由吉象手串和貔貅手串组成,吉象手串以故宫御花园“负(富)跪(贵)吉象”和扎寺“和睦四瑞图”中的吉象为原型

艺术演绎,吉象镌刻龙纹,象征福气与好运,头顶点缀如意造型红色珐琅,寓意吉祥如意,带给佩戴者平安如意、富贵吉象的美好守护。 

貔貅手串以故宫院藏“青白玉辟邪”貔貅为原型演绎,肩负双翼,四足带火焰纹,寓意事业腾飞,开口大腹寓意“广纳财源”,如此气概,

也就宫里的瑞兽能有。 

故宫瑞兽系列手串的包装更是夺人眼球,手绘故宫角楼与扎寺白塔等元素,艺术演绎从扎寺到故宫和善吉象的文化碰撞,典雅的蓝色与

明快的橘色和谐交融,一方一圆、唯美时尚。 



 

 

 

 

 

 

 

 

 

 

 

 

 

 

 

 

 

《哪吒之魔童降世》完美演绎了国漫电影与黄金珠宝的跨界合作,哪吒 IP 贵金属产品研发设计取材自电影里丰富的文化元素,产品涵

盖电影里的乾坤圈、风火轮、火尖枪、太乙葫芦、龙珠、混元珠及莲花等文化元素,款式涵盖手镯、吊坠、戒指、锁包及手链等多种表现

形式,每件产品均采用中国高端的黄金古法制金工艺手工打造而成,力求保持电影里中国传统元素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还原了电影里的每

个细节。 

新文创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深厚土壤,倡导版权保护则是新文创持续创新发展的保护伞和护城河。 

因为中国黄金珠宝行业有其自身的问题,行业集中度普遍不高,大量小微型珠宝加工厂夹缝求生,他们的版权意识普遍淡薄,监管难度

相对较大,这直接导致珠宝行业的侵权问题时有发生。当天盛会上,粤豪珠宝、瑞金国际邀请深圳市知识产权协会秘书长陈彦现场发表精彩

演说,呼吁大家互相监督,并现场举行了“【支持正版 保护原创】新文创版权保护联合启动仪式”,为新文创版权保护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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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羅湖 40 年•懿家有愛」家庭圖片展啟動 

為認真貫徹落實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的重要指示精神，積極營造支持家庭发展的

良好社會氛圍，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羅湖區家庭文明建設常態化，在羅湖區建區 40 周年之際，羅湖區婦聯以深圳市文明城

市創建工作為契機，持續发揮「家庭文化節」的積極影響，聯合羅湖區攝影學會，會同區衛健局、區教育局、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

區老年協會以及區中小學家委聯合會等相關單位，開展了「圖說羅湖 40年•懿家有愛」家庭圖片展活動。自今年 7 月以來，通過家庭照片

征集、舉辦攝影比賽以及圖片回顧展覽等形式弘揚新時期社會主義家庭價值觀，激发家國情懷和羅湖家園意識，提升羅湖居民的獲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活動開展至今，通過區公文辦理系統发動全區干部工作人員參與，印制 1000 張海報張貼社區樓宇、在「羅湖懿家園」、「新羅湖新時

代」等公眾微信號推文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層面廣泛宣傳，在全區干部和廣大轄區居民中反響熱烈。目前，共收到 1500 余作品，攝影

作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彰顯和諧家風家貌，緊扣時代變遷家庭變化，富有創新羅湖時尚家庭特色，展現女性成長发展風貌，更突顯出

廣大婦女兒童熱愛生活、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其中，144幅(組)精彩攝影作品(專業組 72幅(組照)、業余組 72幅(組照))獲評一二三等

獎以及優秀獎。獲獎作品將于 9 月 16 日開始在羅湖區委一樓大堂進行為期一周的展出。隨後陸續在東門街道思月書院、羅湖區婦女兒童

活動中心等做巡回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