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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恒升，天地长新。我们在欢笑和祝福中

握别不平凡的 2019 年，带着希冀和憧憬拥抱全新

2020 年。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坚持“新思维、新举措、

新期待”的发展方针，巩固发展成果，继续发扬优势，

坚持“五大创新”，取得了新成效。罗西尼书写了华

表行业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凝聚着所有罗西尼人的

辛勤付出，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罗西尼希望之花，

常开常新，花蕾盛放。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公司依然

保持稳中向好势头，继续稳固占据中国钟表行业第一

阵营地位。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亦是罗西尼步入改制第二个十年的重

要年份。再次走到见证历史的起跑线上，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我们相信顺势

而为，必将行稳致远。

谋局取势，实现集团品牌产业化融合。以集团

为主要依托，积极寻找集团内部链接点，融合集团海

内外著名手表品牌，构建集团化电商平台，发挥集团

高端顶级品牌优质资源，实现集团海外高端品牌引领、

国内品牌借势推进，形成“你追我赶”良性竞争氛围。

融合是趋势，融合最终达到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实

现高效运行。

变中取胜，跨界合作赢取新生机。新时代，新

人群，新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在变化中实现新突破。

我们要敢于跨界，主动跨界，通过跨界寻求优势，链

接一切可以链接的资源，做跨行业、跨品牌的整合和

互动，一方面通过合作品牌挖掘我们新的目标消费群

体，另一方面也丰富品牌的立体感和纵深感。

适应新态势新挑战，把握新机遇顺势而为。善

于捕捉新信息，瞄准新目标，以社会多元化新理念，

洞察消费者日益追求的多元化新需求，坚持用辩证思

维看待形势发展，善于把外部压力转为内部深化改革、

深化创新的强大动力，顺新零售迅猛发展之势，寻找

新突破口，寻找新增长点。

上下同欲者胜。只要行业存在，我们就要做这

个行业里最好的企业。

“罗西尼表”号高铁专列已全速启程，拉开了

2020 奋斗篇章的全新帷幕。我坚信，只要我们全体

罗西尼人和衷共济，把握新机遇，创新领航，以坚如

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接

挑战，我们一定能够迎难攻坚，走得更稳更远，不辜

负员工、顾客、供方和合作伙伴、股东及社会各界对

罗西尼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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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 月 8 日，以“创新引航 行

稳致远”为主题的罗西尼 2020 年迎新春联欢盛典在罗

西尼钟表文化产业园华彩绽放。我们用满满仪式感和不

平凡的 2019 年握别，也正式拉开了充满希望的 2020 年

奋斗帷幕。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罗西尼全国营销精英代表、

供应商合作伙伴代表、冠城钟表珠宝集团领导及兄弟企

业代表，与全体罗西尼人欢聚一堂，共襄盛会，喜迎新春。

冠城钟表珠宝集团董事局主席韩国龙先生携夫人亲

临，更是令全体罗西尼人倍感振奋。韩主席发表了振奋

人心的新春致辞，向全体罗西尼员工深情表达了真挚温

馨的节日问候。

韩主席动情地说道：“罗西尼 35 年取得的成绩来之

不易。罗西尼是行业的典范，集团的标杆，也是我的骄

傲。我感谢所有罗西尼人兢兢业业的付出，感谢所有合

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罗西尼今天的累累硕果离不开你们

的精诚合作。现在的罗西尼是社会的罗西尼，也是响当

当的华表品牌。我希望集团各兄弟企业多向罗西尼学习，

积极创新求变，融合资源，抱团取暖，并肩作战，共同

唱响世界钟表大舞台的冠城钟表高歌。”

罗西尼创新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韩主席领航布局

的高瞻远瞩和精心指导，掌门人商建光总经理的精准把

罗西尼 2020 年迎新春联欢盛典华彩绽放

握和前瞻引领。

韩主席语重心长、饱含深情的新春寄语，充满对罗

西尼美好未来的信心和期待。罗西尼员工欢呼雀跃，现

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犹如对未来挑战的集结号，更加坚

定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攻无不取的勇气

和决心。

罗西尼品牌成立 35 周年，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让 2019 年注定不平凡。伴随着冠

城钟表珠宝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执行董事，依波路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总

 冠城钟表珠宝集团董事局主席韩国龙携夫人林淑英女士亲临联欢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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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商建光先生发表精彩深刻的致辞，2019 年罗西尼人

奋斗的一幕幕重现，每一段奔赴向前的历程都记录着罗

西尼人坚实的步伐。

商总表示，“2019 年，我们坚持‘新思维、新举措、

新期待’的发展方针，巩固发展成果，继续发扬优势，

善用招数，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经营绩效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稳固占据中国钟表

行业第一阵营。”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巨大压力下，全体罗西尼人不

畏挑战，化压力为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砥砺前行，为

2020 年奋斗篇章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更明晰了新一年的

工作方向。接着，商总对新一年工作开展作出规划部署，

提出“创新引航，行稳致远”年度工作主题，“我们要

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

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集团品牌资源融合是 2020

年一号工程，发挥集团高端顶级品牌优质资源，实现集

团海外高端品牌引领、国内品牌借势推进，加强资源互通，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

抓紧抓实，赢取高效竞争的全面决胜。”他铿锵有力的

声音鼓舞了所有罗西尼人的士气，更加坚定了大家迎难

前行，提振全面决胜的百倍信心。

罗西尼取得成功离不开社会各界和集团的支持和指

导，凝聚着全体罗西尼人的辛勤付出，大家用心血和汗

水浇灌的罗西尼希望之花，常开常新，花蕾绽放。为弘

扬先进，树立典范，进一步激发全体员工奋勇作为的热忱，

联欢盛典上特别为年度十佳员工、优秀团队、优秀设计师、

质量标兵、突出贡献分部、优秀营业员进行盛大表彰。

罗西尼员工艺术团精心献演的缤纷节目，依然为大

家所翘首期待。歌曲、舞蹈、相声、朗诵、走秀表演掀

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华丽的舞台，璀璨的灯光，现场

不时掌声雷动，热情似火，气氛高涨，让在场的领导嘉

宾和罗西尼人深深感受罗西尼充满凝聚力、富有特色的

企业文化，领略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为罗西

尼人的激情与活力所感染。欢歌笑语中承载了罗西尼人

对 2020 年的美好希冀。

过去的一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的一年，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续奋勇向前，

发挥罗西尼人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罗西尼的辉煌贡献无

尽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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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 融创共赢

1 月 9 日，罗西尼 2020 年度销售工作会议在温

暖如春的珠海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以“行稳致远 融创共赢”为主题展开，

罗西尼高管团队及各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销售精英出席会议，共同回顾总结 2019 年罗西

尼市场销售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展望 2020 年市

场形势，部署主要工作战略，擘划未来。

会议首先由总部部分职能部门分别进行 2019 年

市场工作总结、新形势下分部人事管理、2020 年产

品设计创意的主题发言，为分部 2020 年市场销售工

作提供服务支持及科学的市场分析。罗西尼安徽分部

漆晓婷经理作《共享资源 共赢未来——如何 1+1 ＞

2》的主题分享，与全国销售团队分享了在市场形势

严峻的客观环境中如何充分利用集团资源实现融合，

在市场竞争中争取有利条件，保证销售，提升品牌竞

争力的宝贵经验。公司副总经理李晓丽则就《电商创

新融合与发展》为主题，分享线上营销成功经验，详

述 2020 年打造集团化电商平台的战略方向，明晰了

新一年线上线下资源互融互通，把握新零售机会的工

作内容。

“2019 年是近几年来市场最为严峻、面临压力

最大而又充满挑战的一年。罗西尼的整体表现和经营

效益在行业仍然名列前茅，在市场逆风的跑道上我们

——罗西尼 2020 年度销售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还是走在前面。这既让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

也让我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底气”，副总经理

庄建民在发言中说道。庄总特别强调融创共赢的重要

性，他表示：“融合集团资源，能够有效节约费用，

降低风险，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寻求机会、有效组合、

实现融合、创造效益才是应对严峻形势的最佳方式。”

冠城钟表珠宝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执行董事，

依波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珠海罗西尼表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商建光的寄语，为 2020 年市场销售工

作注入了强心剂，他表示：“随着市场消费新力量的

崛起，我们要‘变’，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策划宣

传推广都要紧跟市场形势的变换及时调整策略。销售

人员要主动积极与合作伙伴促成合作，齐心协力、迎

难而上，携手前行。”对于融创共赢，商总鼓励在实

际工作中“胆子大一点，考虑周到一点，步伐迈大一

点”，坚持以创新的思维充分利用集团优质资源，实

现资源融合，再创佳绩。

会议期间，销售团队与总部各职能部门就产品创

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等相关工作进行深入的讨论，

共同探讨创新之道，屡屡碰撞智慧火花，为新一年市

场销售工作开启了新篇章。2020 年全体罗西尼人将

继续共同努力、携手奋进、全力拼搏、攻坚克难，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续写罗西尼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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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暖意迎新春  殷殷关怀暖人心

新年钟声还在回荡，新春佳节味已渐浓。元月 2 日，

午后灿烂阳光一扫数日连绵阴雨，显得格外温暖。乘着

日和风暖的日子，处处洋溢着喜庆过节氛围的罗西尼钟

表文化产业园再次迎来了熟悉的、精神矍铄的客人——

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发光发热的罗西尼退休员工。

罗西尼退休员工迎新春座谈会在罗西尼钟表文化产

业园电子商务大厦二楼国际学术报告厅温馨举行。珠海

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商建光、副总经理兼罗西尼

党总支书记李晓丽、助理总经理江国梁、工会主席张展

与近百名退休员工欢聚一堂，欢叙情谊，喜迎新春，共

话发展。

座谈会上，总经理商建光代表公司向各位退休员工

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与退休员工分享 2019

年公司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下依然保持稳中向好发展

势头，继续稳固占据中国钟表行业第一阵营地位，经营

管理主要指标完成良好，公司各方面发展如期取得可喜

成绩，并就公司 2020 年总体发展方向及规划向退休员

工进行通报。退休员工在职时为公司发展奉献青春、贡

献力量，尤其是退休后依然为公司牵线搭桥助力产品销

售，商总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真诚感谢。他真诚地希望

广大退休员工一如既往关注公司发展，退休不褪色，继

续发挥余热，常回“家”看看，积极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

副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李晓丽对退休员工在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能再次回到罗西尼大家庭感受公司的新成长、

新变化、新发展感到十分开心，她表示，“我们今天取

得的成绩和前辈们长期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未来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也会遇到更多的机遇，我们将

       ——罗西尼退休员工迎新春座谈会温馨举行

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迎难攻坚，为企业创

造新辉煌贡献力量，不负前辈们的支持和殷切期望。”

退休员工的身体健康依然是商总最惦记、最牵挂的。

“身体健康再健康，生活愉快再愉快”，商总一再的叮

咛让在座退休员工们深受感动；“我 60 几年坚持游泳，

总距离可以绕地球一圈啦”，商总幽默的唠家常更是引

得大家纷纷畅谈轻松愉快的老年生活。退休员工代表徐

丽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激动地表示公司及公司领

导对退休员工的深情关怀不仅令她倍感温暖，更引得她

的老年朋友们羡慕不已，啧啧称赞，她为罗西尼取得的

骄人业绩感到十分自豪，为自己是一名罗西尼人感到由

衷的骄傲！徐女士发自肺腑的喜悦和快乐，深深感染着

在座的每一位老同事。大家纷纷表示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们深情祝愿公司前途更加光明，发展蒸蒸日上，一年

更比一年好。

退休员工的工作经历浸透了满满的忠诚和奉献：曾

经飞扬的青春如今已成为动人的记忆，曾经挥洒的才情、

付出的努力为罗西尼实现“开百年老店，创世界名牌”

的企业愿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荣退休的员工，是

罗西尼无价财富。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公司举办退休员

工迎新春座谈会，彰显罗西尼“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精髓，传递罗西尼“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人文情怀，

让尊重老前辈、传承老一辈们好经验好作风好传统，弘

扬富有凝聚力的特色企业文化得以绵绵不断，久久发扬。

情真意切，笑语盈堂，座谈会在欢乐温馨祥和的气

氛中圆满落幕，但公司及公司领导的殷殷关怀，依然在

退休员工心中回荡，温暖如春。

总（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10 日 罗西尼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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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米兰编织带

米 兰 编 织 表 带， 又 叫 Mesh 表 带 或

Milanaise 表带，指的是一种使用类似网状

编织形状的金属手链。通常它直接连接到表

壳，表扣也是一体化的。最初，Milanaise

的叫法是在 19 世纪中叶首次被意大利北部

工匠使用在女士手镯的制作中，而后才广泛

用于手表表带的制作，与皮表带相比，米兰

编织表带的制造要复杂得多，通常这样一条

表带会采用数个微小且相互连接的金属链条

来制作，并进行整体抛光打磨。

蛇骨链表带

蛇骨链顾名思义便像蛇一样弯曲、

柔美、娇艳动人，而且还带有一丝妖

娆的感觉。蛇骨链光滑细腻，线条柔美，

乍看之下并不觉得惊艳，但佩戴在手

中或脖子上，是一种慢慢诱惑、步步

为营的美，是一种有质感，经得起推

敲的美，被广泛运用在各类首饰中。

2019 年，罗西尼各系列产品上取

得优异靓丽的销售成绩，当中有不少

新产品采用了新型结构、材料，为表

款注入新的设计活力。以下简单介绍

近期部分表款所采用的新式表带工艺。

更
新
换

带

罗 西 尼 时 尚 风 格 CHIC 系 列

519930 女士石英手链腕表，表链采

用神秘精致的不锈钢蛇骨链，通过拆

卸尾粒可轻松调节表带长短。精致的

表带突显提起腕表的时尚视觉气质，

开创罗西尼时尚腕表在表带运用上的

一个新方向。

罗西尼 CHIC 系列 7898 石英女表，整个表款采用玫瑰金色表壳精致与

金属细米兰编织表带搭配，采用纤细的宽度比例，突显整体时尚视觉元素，

适合不同场合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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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 系列时尚女表 7898 自上市以来，便以其精巧时尚的气质、手提包式表盒等独特设计深得女性朋友

喜爱。设计灵感来源于奢侈品箱包精致的金属配饰，满足当代年轻女性的个性需求。表耳仿马蹄扣设计，高贵

典雅。

此次该腕表华丽变身推出全新玫瑰金不锈钢编织表带搭配大理石纹、星空面表盘兼具现代和复古双重韵味。

优雅的米兰编织表带中和了腕表的刚硬质感，增加了女性的优雅之美，让女生绽放出不一样的魅力。

7898

希腊神话中孔雀寓意着赫拉女神，在傣族文化中

孔雀是最善良、最聪明、最爱自由与和平的鸟，印度

人则视孔雀为丰饶与永恒的象征。

孔雀一直被誉为有灵性的动物，其羽毛图案更是

精致细腻，令人神迷。

全新奥黛莉时尚女表 5928 以寓意吉祥美好的孔

雀为灵感，将孔雀开屏柔和圆弧造型于表壳上，以闪

亮风信子石排列，打造出富有几何美感与流畅线条感，

令腕表流露出极致优雅的韵味，令人心生温柔。表盘

6点位点缀以日历窗，实用更具特色。

5928G01A表盘采用珍珠贝母，搭配闪亮风信子

石排列，呈孔雀开屏华羽绽放，与表壳交相辉映，璀

璨闪耀，光彩夺目。

5928G08B将3D打印孔雀羽毛绽放于腕表表盘，

纹理清晰可见，轻盈细腻，仿佛羽毛从空中飘落到方

寸之间，精致优雅，绽放女神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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