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翡翠直销惠”下周末举办
直销惠价格经得起考验 先考察市场再来现场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翡翡翠翠直直销销惠惠济济南南站站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本着让枣庄市民不出远门就能用实在

价格买到放心品质的翡翠手镯的目的，在

经过大量的筛选评比和多次的交流后，齐

鲁晚报·今日枣庄联手缘与翠珠宝于7月19

日—21日在枣庄海润(中粮)大酒店举办“大

型翡翠玉镯厂价直销惠”。上千款翡翠手镯

任您挑选，价格将是令你惊叹的“地板

价”——— 不及商场折后价的1/3！

中国梦 翡翠梦

玉埋藏地下几千年或
是上亿年，玉中含有大量矿
物元素，所以人们常说，人
养玉，玉养人。玉的养生机
理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据化学分析，玉石含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如

锌、镁、铁、铜、硒、铬、锰等，
佩戴玉石可使微量元素被
人体皮肤吸收，活化细胞组
织，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因为那份纯净生动的
绿意，因为那份俏然而生的
典雅。长久以来，中国人都

不愿割舍对翡翠的钟爱。从
过去的帝王将相到清朝的
慈禧，从宋美龄再到如今的
政要、明星，都视收藏、佩戴
翡翠为生命的重要篇章。

在如今的个性时代，更
应该出色地表现自我，而翡

翠正如量身打造般。它多彩、
唯一，虽不光灿夺目但内涵
十足，从不刻意显山露水，却
总在不经意间展示最真实的
品位。“中国梦，翡翠梦”正化
成博大精深的翡翠文化悄然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翡翠市场乱象环生

就在四五年前，很多
曾经买过翡翠的人都会记
得，在商场的翡翠珠宝柜
台，一件普通的观音挂件，
可能也就是一两百元，贵
的也不过三四百。可眼下，

在商场柜台，千元以下的
翡翠挂件几乎难觅踪影。
是翡翠品质提高了？当然
不是。浸淫此行十几年的
代理商向记者报料，近几
年来翡翠的价格一路飙

升，这其中除了原石价格
的上涨，还有炒作的因素
在其中。“市场需求量增
大，中间商自然就会加码，
出厂价2 0 0 0元的翡翠，过
去加价几百都卖不出去，

可现在倒一次手涨到6000

元，都有人抢购，中间商自
然乐得多赚钱。”多年从事
翡翠批发的康总透露，翡
翠价格暴涨，中间商逃不
了干系。

只有工厂店才有“地板价”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对

“工厂店”这样的称呼似乎
并不陌生，尤其是在英国，
知名奢侈品品牌巴宝莉
(Burberry)工厂店几乎是每
个中国游客必逛的店。由
于是工厂直销，没有各大
高级百货店的进场费、管
理费等费用，那里的商品
几乎是专卖店的8折甚至是
5折。工厂店的销售模式因
此也获得了“价格杀手”的
称号。

而眼下，价格居高不
下的翡翠行业，也已经被

这个价格杀手盯上。“我们
是从工厂直接把货带到淄
博，摆上柜台，在这其中我
们只加上少量适当的利
润，所以价格比起大商场
会低不少。”作为专业翡翠
工厂店，缘与翠的康总直
言：“就拿一款翡翠手镯来
说，在一家商场，它的折后
价要9000元，但在我们这
里，相同的品相和质地，直
销惠只卖3000元。”在商场，
除了进场费、人工费和宣
传费用等成本之外，一个
翡翠手镯从出厂到最终摆

上柜台，还要经受多级经
销商的层层加码。

而在7月19日至21日举
办的“直销惠”上，这些价
格坚冰将被彻底打破。缘
与翠珠宝的康总给出了这
样的解释，就像今年的大
白菜丰收，很多地方的白
菜在田间地头销售只要几
分钱一斤，但市场上却可
以卖到几毛钱，价格涨了
好几倍。这其中的利润都
是被中间商获取了，中间
商越多，倒手次数越多，差
价也就越大。此次展会，剔

除了中间环节，都是为了
最大程度上让利于消费
者。“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买一只翡翠手镯，背后会
养活多少人。”缘与翠的康
总告诉记者，从翡翠原石
开始，翡翠市场的加价就
已经开始了，“有时候原石
都会被倒手好几次，不停
的加价，然后做成成品，再
次频繁倒手，最后到了商
场，这个过程还没完，因为
商场都会要求经销商再缴
纳一笔进场费，然后还有
人工费、促销费等费用。而

这些都需要会被加到翡翠
的价格中去。” 康总介
绍，中间的加价，其实远远
高于翡翠的真实价值。再
加上各种消息炒作，还有
收藏品市场的推波助澜，
一款普通的翡翠，很容易
卖出高端货的价格。

为了让市民真正买到
物超所值的翡翠玉镯，本
次直销惠就是砍掉中间环
节，还原翡翠玉镯行业的
价格真相，让市民真正享
受 到 工 厂 直 销 的“ 地 板
价”。

翡翠厂价直销轰动多地

大型翡翠玉镯厂价直销惠
从青岛、日照一路走来，在各地
引发了轰动效应。

2012年11月3日—11月7日，在
青岛漳州路“缘与翠”店内，青岛
早报邀请有关质监部门、缘与翠
珠宝共同举行的“真爱无瑕”翡
翠直销展开展，不及商场折后价
的1/3的工厂价翡翠，吸引了数千
名消费者前来选购。包括玉镯、
吊坠、把玩件、转运珠项链和戒
指在内的各种翡翠，成为大家挑

选的重点，价格在两千——— 五万
元左右翡翠首饰尤其受到消费
者的喜爱。而在直销展现场，来
自有关方面的专家，更是现场提
供了翡翠玉石的鉴定检测服务，
不仅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更给市
民提供了“鉴宝”服务。

2013年3月2日—3月3日，在
青岛南京路11号半岛都市报社
一楼大厅，一场声势浩大的翡翠
玉镯直销展开展。为迎接“三八
节”的到来，城市信报联合“缘与

翠”举办了“女人如玉，镯而不
凡”女人节大型翡翠玉镯厂价
直销展。一大早报社刚开门，
柜台就被热心市民围了个水
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柜台
前围满了买翡翠手镯的市民，
柜台内营业员忙的不可开交，
一个人对十几个顾客，午饭都
顾不上吃。

2013年3月15日—17日，“3·
15大型翡翠厂价直销惠”在日
照举行，如果不是在活动现场，

真的很难相信市民购买翡翠
手镯也会这么疯狂。市民李大
爷一个人就买了4个手镯，他
要去南京老家探亲，给老家的
小辈孙女一人一个手镯作为
见面礼，既大方又时尚，还能
保健升值。

2013年7月19日—21日，应广
大枣庄消费者的要求，齐鲁晚
报·今日枣庄联合翡翠工厂店

“缘与翠”推出了大型翡翠玉镯
厂价直销惠。

翡翠惠民工程 不及商场折后价的1/3

工厂抛开中间的批发商、
经销商、零售商，把店直接开到
其它城市，这样的做法被称为
工厂店。

那工厂店的价格到底有
多低，今年7月19日—21日，在
枣庄海润 (中粮 )大酒店举办

“翡翠玉镯厂价直销惠”就将
给你一个答案。

缘 与 翠 的 康 总 告 诉 笔
者：“为准备本次活动，前几
天特地回云南工厂调了一批
货，可以说手镯种类、尺码相
当全，因为是工厂直销，所以

品种没得说。而且价位也是
高中低端都有，最高的有几
十万元的，最低的也有百余
元左右的。”

“ 那 具 体 价 格 呢 ？”“ 大
概是商场折后价的1/ 3，甚至
还要低。”康总解释，比如相

同 种类的一款手镯，在商场
的标价5 0 0 0 0的，折后价即使
只有2万左右，在我们现场只
要6600元左右。康总还高调宣
布，本次活动旨在枣庄启动翡
翠惠民工程，让更多的市民享
受直通工厂的实惠价格。

□相关链接

佩戴翡翠

手镯的好处

翡翠玉石是自然界的产物，
经过亿万年的形成，凝聚了宇宙
之精华，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
自然物质。翡翠玉石所具有的灵
性不仅可以与佩戴的主人心心相
通，可以润泽佩戴者的心灵，达到
净化心灵，提高情操，完善自我思
想，同时可以起到心灵的暗示，可
以能驱魔辟邪、护身挡灾的作用。

世间万物均以阴阳平衡为最
佳境界，翡翠玉石包含有多种微
量元素以及特有的聚敛和释放能
量的能力，不仅可以补充佩戴者
人体内部缺乏的微量元素，平衡
人体内的经、脉、神经、血、以及体
内的各个生理器官的活动能力和
生理机能，同时还可以根据人体
内部能量的多或少来补充人体的
能量或吸取人体内多余的能量，
以减小人体内新陈代谢的负担。

厂价直销惠

上千款A货翡
翠玉镯，总有一款
适合你，不及商场
折扣的1/3买翡翠，
圆你翡翠梦。

时间：7月19日-21日，
早9:00-晚8:00，

地点：市中区青檀路
海润中粮大酒店一楼。

电话：18863261517
15165872400

翡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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