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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奢侈品市场发生根本性转变

名企商讯

研究机构称，在华奢侈品牌只有与消费者并进才能走得更好

发展战略
□ 本报记者 郑建玲
贝恩公司日前发布的《2014 年中国奢
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在不断变化的客
户需求动态、全新及新兴奢侈品牌的涌入
以及经济增长放缓这 3 股力量的推动下，
中国奢侈品市场正在经历根本性转变。今
年，在华奢侈品牌必须通过适应新市场条
件和客户期望，
才能加快自身发展步速。
随着全球奢侈品市场日渐适应“新常
态”
，
即长期保持低速但更具可持续性的增
长，中国大陆也缓步随后，2014 年首现负
增长：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约为 1150 亿
元，
增长率为-1%。
在对人口群体的共同行为进行观察
后，
贝恩公司调查发现，
消费者细分的边界
呈现模糊状态；消费者偏好的品牌越来越
多样化，专属、优质、高性价比以及无明显
商标等要素变得日益重要。
贝恩公司对 1400 名中国消费者展开

欧维姆助中国提高
第三代核电国产化率

本报讯 （李 军）近日，欧维姆公
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
签订了《自主化第三代核电安全壳关
键技术研究：钢筋接头产品研发》项
目委托合同，按照合同条款规定，欧
维姆公司将在合同签订后 8 个月内完
成项目研发、试验、申报专利、项目验
收等工作。
《自主化第三代核电安全壳关键
技术研究：钢筋接头产品研发》项目
内容是开发用于第三代核电安全壳
外壳的钢筋接头，以抵抗飞机等外来
飞行物的撞击。外壳用钢筋接头除
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外，还要通过抗瞬
间冲击试验。抗瞬间冲击试验是一
项要求很严格的试验，钢筋组件进行
试验时要求在一瞬间（1 秒内）被拉
断，但不能断在钢筋接头处，同时钢
筋延伸率要达到一定要求。目前我
国还没有通过抗瞬间冲击试验的钢
筋接头，抗瞬间冲击试验也无法在国
内进行，只有德国一家试验机构能够
进行该项试验。
《自主化第三代核电安全壳关键
技术研究：钢筋接头产品研发》项目
完成后，将填补国内空白，实现第三
代核电钢筋接头国产化，提高我国第
三代核电国产化率。

的调查发现，他们变换奢侈品牌的可能性
日益提高。7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喜欢尝
试不同的品牌和风格，由此导致了更加明
显的品牌多元化，从需求及合意性方面为
进取型品牌提供了更多与传统大牌公平竞
争的机会。该调查表明，近 45%的受访者
计划未来 3 年购买更多的新兴奢侈品牌。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
《2014 年中国
奢侈品研究》报告的作者布鲁诺·兰纳指
出：
“在华奢侈品牌的市场空间全面开启。
这为新兴品牌打开了新的市场机遇。同
时，
传统大牌也切勿骄傲自满，
因为中国奢
侈品市场在不断发展变化，否则他们将会
面临在中国消费者中
‘失宠’
的风险。
”
目前，奢侈品牌不仅需要彼此间竞争
更大的消费者购物支出份额，而且还需要
与消费者对水疗和游轮等豪华旅游和体验
与日俱增的兴趣相抗衡。调查发现，有
55%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曾花钱入住豪华
酒店或者度假村，80%的人指出相对于传
统的购物游，他们在新一年会增加休闲旅
游方面的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专属和时尚要素成为
今年的“赢家”——尽管市场涨势受阻，但
限量版、以时尚为重点的产品以及设计师
合作，
仍推动了某些品牌实现增长。
兰纳认为：
“ 在对日益多元化的销售
渠道（比如代购）进行管理的同时，品牌
在奢侈品市场的未来定位和受欢迎程度，
取决于他们转变自身理念以服务于日益
成熟且消息灵通的中国消费者的意愿。”
贝恩公司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购买
的奢侈品中，有 70%在海外购买或通过代
购购买，其中，代购或者说由海外代购买
手购买并寄送给中国客户的模式迅速成
长。2014 年，中国奢侈品海外代购市场
规模估计为 550 亿～750 亿元，主要集中
在化妆品，其次是皮革箱包、腕表和珠
宝，其市场总额约占中国门店销售的
50%。日、韩是 2014 年中国消费者旅行
目的地的大赢家。
展望未来，
兰纳预测，
中国奢侈品市场
在今年也会出现相似的趋势，包括奢侈品
购买者更年轻化、成熟化和专业化并致力

中国跨国企业发展迅猛人才之战愈演愈烈

本土民营企业人才吸引力提升

本 报 讯 （记 者 郑 建 玲）1 月 22
日， 国际专业人才招聘顾问公司华德
士 Robert Walters 最新发布的 2015 年
全球薪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跨国企业
的快速发展，促使人才竞争在今年愈演
愈烈。本土民营企业因为能提供具有竞
争力的薪酬方案，包括不乏员工股权激
励 方 案 ，被 不 少 专 业 人 才 视 为 就 业 首
选。据悉，这是华德士连续第 16 年发布
全球薪资调查。
华德士全球薪资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2014 年，中国专业人才所获得的薪
资涨幅十分可观。更换工作人士的平均
薪资涨幅为 15%～25%，而选择留在当
前公司人士的薪资涨幅为 6%～8%。华
德士预计今年薪资涨幅将与 2014 年持
平，并且企业可能会在员工福利、培训和

发展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以吸引和留住
优秀人才。
对此，华德士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
強评论道：
“外国企业持续进入中国市场
并快速发展，同时，迅速成长的国内企业
也开始向海外扩张，因此招聘市场将持
续升温，兼具海外工作经验、本土市场知
识以及熟练的中英文语言技能的求职者
备受青睐。由于专业人才愈发注重长期
职业规划，雇主需要提供职业发展机会，
才能在人才稀缺的市场中吸引和留住顶
尖人才。
”
华德士通过研究还发现以下几个特
点：由于企业希望增加收入和管理成本，
能够简化流程和提升产品质量的供应
链、制造和运营专业人才，将受到市场高
度追捧。其中，内部技能提升将继续成

为传统后台岗位的关注焦点，比如人力
资源、会计和财务。企业积极物色具有
出色沟通能力和商业敏锐度、并能为业
务增加价值的专业人才；数字领域持续
快速发展，因此具有数字、电子商务和移
动领域经验的专业人才受到高度青睐。
其他显著增长的行业还包括汽车、医疗
保健、电子和通信；苏州和南京等城市对
中高级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
因为这些市场日渐成熟并需要更多有经
验的专业人才来填补管理级别的位置；
制造领域以外的新项目和新投资，如信
息技术、酒店、专业服务和研发中心，将
会拉动苏州和南京的招聘活动水平。
成立于 1985 年，华德士是一家首屈
一指的国际专业人才招聘顾问公司，在
全球 24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53 家分公司。

日 前 ，江 森 自 控 、株 式
会社日立制作所和日立空
调·家用电器株式会社在达
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上，签署了成立全球合资企
业的决定性协议。新成立
的江森自控-日立合资企业
将共同在暖通空调和制冷
产业打造最多元化的科技
联盟。
江森自控是一家拥有
130 多年历史的企业，为楼
宇提供暖通、空调、制冷、楼
控和安防解决方案，致力于
帮助他们提升能源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
晓玲 摄

大昌华嘉为雀巢产品
提供在华营销服务

本报讯 （晓 飞）致力于开发亚
洲地区业务的市场拓展服务供应商
大昌华嘉近日与惠氏旗下的雀巢婴
儿 营 养 品 部 门 ，建 立 了 合 作 伙 伴 关
系，为其孕期营养补充剂品牌玛特纳
在中国提供营销及分销服务。
玛特纳是一个非处方的多维元
素营养品牌，适用于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的补充，在中
国已经颇具规模，并有超过 20 年以上
的成功经验。
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大昌华嘉将
在中国大陆为两万多家药店同时提
供玛特纳产品线上线下的全方位服
务解决方案。

于重新定义奢侈品，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寻求全方位的体验式奢侈品。他建
议，奢侈品牌应当采取几方面行动来维持
自身竞争优势：
提升专属感和 VIP 体验：包括完善 VIP
计划、为营造专属感客制化门店业态和产
品类别/系列产品以及侧重于瞄准适宜的
店址以及合适的消费群体，而非仅仅致力
于门店销售额增长。
从时尚、设计和专属这 3 大要素入手，
为成熟、高素质的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营
销活动，
制定区域战略，
以更完善地服务于
客户并提供跨境体验。
推广全渠道接触点，包括将渠道拓展
至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
媒体平台上进行数字营销等
兰纳评价说：
“ 在当前品牌重塑的时
代，在华奢侈品牌必须摆脱传统理念和渠
道并且跟随消费者的脚步，否则他们就会
面临丧失客户的风险，这对于很多品牌而
言是一项挑战，而那些了解如何与消费者
并进的品牌却将会从中获得回报。
”

本报讯 （宇 姝）香港航空日前向携程旅行网颁
发“最佳合作伙伴奖”，以表扬携程于香港航空机票销
售上的杰出表现。香港航空商务总监李殿春及携程
机票事业部总裁熊星出席颁奖仪式，并宣布双方将延
续长期战略合作，在携程网站推出香港航空旗舰店，
把香港航空的优质服务推广至更广客群。
携程旅行网 2013～2014 年的机票销售达双位数
字增长，当中商务舱销售发展迅猛，成绩令人满意。
今年，香港航空与携程将更紧密合作，为消费者带来
更多灵活选择。
香港航空航线丰富，范围涵盖中国大陆、台湾地
区及东南亚。针对多个热门目的地包括上海、北京、
巴厘岛、台北、曼谷、杭州、南京等，香港航空将通过携
程网站推出更丰富产品，惠及更多客户。
携程旅行网的国际机票销售平台于 2014 年 10 月
正式上线，短短数月内发展迅速。另外，携程亦为客
户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如 Wi-Fi 服务、租车服务、电
话卡等，
满足他们不同需要。

永恒力 4 款产品角逐
永恒力4
2015国际叉车年度大奖
2015
国际叉车年度大奖

本报讯 （钰 镜）近日，IFOY2015（2015 国际叉
车年度大奖）组委会对外公布了 5 个奖项的所有候选
名单，永恒力叉车的 4 款产品成功入选，有望竞争 4 个
类别的年度大奖。IFOY2015 最终奖项将于今年 6 月
产生。
据悉，在 2013 年及 2014 年的 IFOY 奖项争夺中，
永恒力的产品在各个级别的平衡重叉车以及仓储设
备类别中多次夺得年度叉车大奖。
永恒力在物料搬运设备、仓储和物流技术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制造型生产内部物流服务和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永恒力为客户提供全系列叉
车、叉车租赁及二手叉车、仓储集成、服务和咨询。
据悉，IFOY 的目标是鉴定和认可年度最佳的物料
运搬设备以及内部物流解决方案，另外也致力于评估
突出的内部物流技术、战略目标以及引导行业创新。
IFOY 大奖由 5 个类别构成，分别为 3.5 吨以下级平衡
重叉车、3.5 吨以上级平衡重叉车、仓储车辆、全自动
导引车辆以及内部物流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中国获
浦东总部经济样板殊荣

欧莱雅中国持续推广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此次互联网众筹航班的推出，是国航倡议
发起的空中互联网产业联盟成立后，联盟
内两家盟员单位推出的首个跨界创新合
作成果。
2014 年 11 月，国航发起成立了的空
中互联网产业联盟，联盟成员包括航空、
互联网、教育、通信、新媒体、航空工业等
行业的上下游多家企业，联盟以“互联、飞

行、新生活”为口号，整合了与互联网航班
相关的企业资源，打造了具有互联网基因
的跨界合作平台，希望以此为广大旅客带
来航空旅行生活方式的新革命。
在 2014 年珠海航展期间，国航和京
东就已宣布展开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打
造空中购物平台，此后双方还将继续探
索在国航已具备地空互联条件的部分航

班上提供置办年货和送货到家等服务内
容。
国航机上网络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国航更多的互联网航班入役以及更
多跨领域合作伙伴的加入，国航将继续致
力于打造不同于传统乘机旅行的航空旅
行新模式，使旅客获得更为丰富的空中互
联网体验。

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启动

据新华社电 中远集团 22 日晚在希
腊首都雅典举行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港公司）三号码
头扩建开工典礼。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
表示，这一扩建项目是中远自身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有利于希腊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同时也是构建中欧陆海快线的具体
步骤。

香港航空将与携程
强化战略合作

本报讯 （王娅莉）霍尼韦尔日前宣布，在由上海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牵头主办的首届总部经济样板
评选活动中，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获“浦东总部
经济十大经典样板”
殊荣。
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总部经济蓬
勃发展，已成为中国内地总部企业最集中、辐射力最
广、服务能力最强的总部经济高地之一。浦东新区日
前开展了首届总部经济样板评选活动，集中推出一批
浦东总部经济典型样板，并期望这些典型样板对上海
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和转型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本报讯 （勤 敏） 由中华全国妇女 青年女科学家奖，
致力于支持推动科学进步 知宇宙中独特的科学之美。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盛伟立表示：
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 的女性，
鼓励青年一代投身科学。
”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 “霍尼韦尔亚太区总部和中国研发中心落户浦东张江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及欧莱雅中国共同
在之后举办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论坛 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
已经 10 年了。在过去 10 年里，我们在中国践行‘东方
主办的第 11 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上，10 位获奖青年女科学家与 100 多名女 员会和欧莱雅中国于 2004 年联合设立，是
服务于东方’战略，研发和生产出了一大批服务于本
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国家纳米科学 高中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和精彩 欧莱雅-联合科教文组织“为投身于科学
土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未来，我们还将利用在上海
中心研究员陈春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互动。女科学家们围绕“爱上科学的理由” 的女性”计划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
“中国
浦东打下的坚实基础，积极将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节
科学院研究员于翔等 10 位青年女科学家 及“发现科学之美”两个话题讲述了她们如 青年女科学家奖”每年评选 10 位在基础科
能、环保、且性价比高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到全球
摘得殊荣。
何走上科研道路、如何体会科学带来的无 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市场，推动霍尼韦尔更多的‘上海创造’、
‘ 浦东创造’
欧莱雅中国副总裁兰珍珍在致辞中说， 限乐趣，传递了鲜活的榜样力量。女科学 的、45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女科学家，其中， 走出国门，服务全球。”
“欧莱雅笃信
‘世界需要科学，
科学需要女性’
， 家们还现场为正处于求学道路上的女生答 至少有 1 名（不限于 1 名）来自西部地区，
11年来，
欧莱雅中国携手合作伙伴推广中国 疑解惑，鼓励她们结缘科学、研习科学，感 并向每人颁发奖金 10 万元。

国航与京东将推出全球首架众筹互联网航班

本报讯 （记者郑建玲）国航机上网
络与京东众筹合作的全球首个众筹互联
网航班网页，日前上线。该页面显示，双
方合作的第一批众筹航班是 2 月 15 日、16
日北京至成都、重庆两地的航班，由国航
配有地空互联网的机型执飞。
众筹模式是通过互联网召集社会公
众资源实现某个特定项目的运作模式。

1 月 24 日开幕的杭州西湖店取代北京王府井店，
成为全国最大的苹果零售店。
引炜 摄

中远集团副总经理孙家康说，比港公
司成立以来，秉承中远集团“和谐共赢”理
念，为当地社会创造了超过 1100 个直接就
业机会，通过快速增长的中转业务，增加了
希腊在国际市场上的服务出口和希腊的税
收，
为希腊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中远集团接管比港码头以来，其
装卸量从 2010 年的 68．5 万标准箱增至

2014 年的 298．7 万标准箱。三号码头扩
建完成后，比港公司的操作能力将从目前
的每年 370 万标准箱增加到 620 万标准
箱，靠泊万箱以上集装箱船的泊位将从 3
个增加到 5 个。
根据中希双方签署的协议，三号码头
扩建工程将在 4 年内基本完成，届时比港
码头将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集装箱中

转中心之一。此外，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
“海”
“陆”连接处，比港扩建项目将使陆海
快线运行更加顺畅，为快线沿线国家的经
济增长作出贡献。
希 腊 国 民 银 行 的 一 项 研 究 表 明 ，到
2018 年，包括二号码头和三号码头在内的
比港项目将使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2.5%，创造大约 12.5 万个就业机会。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荣获
“2015
2015中国杰出雇主”
中国杰出雇主”

本报讯 （敏 宁）日前，凭借优异的工作条件及出
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业绩，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被杰出
雇主调研机构认证为“2015 中国杰出雇主”之一。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非常注重人才的发展，”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人力资源、组织架构和 ITP 执行副
总裁狄凯斯表示。
“ 我们通过员工培训计划对我们的
员工进行投资。同时，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面向员工
个人和家庭的项目，也让我们备感自豪。”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推出“领导力证书”项目对
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员工进行资质认证。顺利获得
“领导力证书”的员工，可在大众汽车集团担任领导岗
位。其他职业发展项目包括“中国人才发展项目”、培
训生项目以及“迷你 MBA”。
此外，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也举办了许多跨文化
交流活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大众家庭日将员工及
其家人汇聚一堂开展文体活动；儿童安全座椅项目旨
在提升儿童道路安全意识。
身体健康是努力工作的重要前提。大众汽车集
团（中国）还为其全体员工提供免费年度体检。另一
项创新则是大众水果日。全体员工会定期收到一份
水果以及这种水果的营养卡，借此提醒员工身体健康
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