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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

361毅童装与金鹰卡通频道共同携手打造的“梦想的力量”
《361毅童装中国新声代》公益特别节目日前正式与观众见面
了。这场公益特别节目旨在在全国范围内，为渴望音乐教育的

山区儿童再建 50间“快乐音乐教室”，通过音乐搭建梦想的桥
梁，为更多的孩子们带去对未来的憧憬与热爱，为中国儿童音

乐的未来与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据悉，“快乐音乐教室”是由金鹰卡通卫视和芒果 V基金
在《361毅童装中国新声代》节目平台上启动的公益项目。此次
“梦想的力量”特别节目中，不仅捐建 50间快乐音乐教室，还
发起了一元购芒果 V 基金·麦咭爱心储钱罐，希望让孩子每
一天存下爱心基金，送给需要的孩子，将梦想传递。同时节目

还将发出“1+1+1”的号召，希望不管是 1个人、1个家庭，还是
1个群体，都能凝聚力量为孩子们搭起音乐这座梦想的彩虹
桥。

早在今年四月，361毅就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
“OnecaresOne买一善一”公益项目，关注贫困山区的大量缺鞋
儿童。而本次 361毅再次打造公益平台，为儿童音乐梦想发声，
361毅童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诚表示：秉承“多一度热爱，对
一份未来”的理念，361 毅童装一直希望携手社会各界，通过搭
建各式丰富多彩的平台，为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多健康有

益的体验与感受。而此次搭建梦想与公益相结合的平台，正是

持续传递爱心与关怀，361毅希望并乐于成为公益事业持续发
展的推动者。

《361°童装中国新声代》
为梦想再度公益发声

【361°新闻】

洪雅如陈芳

指针式石英手表外贸出口多年名

列前茅；国内少有的全产业链钟表企

业；19 年来设计生产过 3000 多款手
表，累计出口手表超过一亿只，在国内

钟表企业中首屈一指……

这样的彪炳战绩都属于一家企

业———来自“中国钟表之城”福建漳州

的宏源表业有限公司，而林志强，就是

这家公司的掌舵人。

林志强是漳州本地人，国营漳州

钟厂在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大潮的

冲击，经营难以为继，厂里的工人和技

术人员开始自谋生路，林志强是其中之

一。很多人嫌钟表业行业狭窄，赚钱又

辛苦，便转到了别的行业。但林志强却

一直坚持了下来，并带领宏源闯出了更

大的版图。

“没有一个钟表企业的老总会一年

花 200多天在外边跑，但林总做到了，

而且他是全球跑，所以外贸订单量极

大，并牢牢把持住行业出口指针式石英

表数量第一的位置。”前中国钟表协会

理事长孟可人评价道，“他用 10年时间
把市场分布、潮流、客户、厂商都摸清

了，积累下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储备，

这让后来者很难超越。可以说，我没有

见过这么用心、身体力行的老总。”

用心，这是林志强区别于其他人

最重要的一点。他爱表，也爱美。他注

重设计，注重产品的美学诉求，甚至生

产基地园区的园艺设计都是他亲手设

计的，“一个追求美的企业，当然首先

要存在于一个美的环境中”。

为了实现自己对手表外观的美

学理想，他投入巨资建成了相当完

善的生产链，从设计到主要外观件

加工，组装成表。这给了他极大的自

由度和调动能力，能够迅速、快捷地

响应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五花八门的

需求，既能承接来自东南亚、南美、

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相对廉价的中

低端产品，也能够满足来自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相对高标准需求。

公司成立 19年来，先后合作的国
际知名企业近 1000家（次），过去三
年，每年合作客户近 200家，手表出口
超过 700万只，就是这种响应能力的
体现。换言之，平均每个工作日大约生

产 3款手表，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可
怕”的能力。

2008年之前，林志强的事业一直
顺风顺水，随着知名度的扩大，找上门

来的生意越来越多，但这种量的增长

似乎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太多的喜悦和

激动。

林志强一直在寻找，而孟可人的

一席话使他下定了决心：“你在很多地

方做得出色，但你一直在‘为人做嫁

衣’。你拿到的利润永远是别人分肥之

后剩下的那一点。中国有这么大的国

内市场，不应该走出去就不回家了。”

“没错！我要为中国市场服务，要

做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林志强拍

案而起。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林志强的公

司一直服务的就是国际市场，有着丰

富的为国际品牌服务的经验。这是林

志强的优势。当然，中国市场有自己的

规律，而代工生产和自创品牌也并不

是简单的 1+1=2的关系。
2008年，林志强推出了自有品牌

“Time 2U 时间由你”。开始时，还并没
有人预测到经济危机，但当席卷全球

的经济危机到来时，一大批代工企业

倒下了，而宏源表业却异军突起，屹立

潮头。

林志强为 Time 2U 选择的这
条路，显然也并不好走。前有堵

截：那些时装表巨头并不容易让

其他人轻易染指自己的地盘；后

有追兵：国内的天王、飞亚达、罗

西尼等中国知名品牌表厂也逐渐

醒悟，向时尚转型；而且，还有一

大堆山寨品牌试图将整个行业拖

入混战之中。

林志强有自己的哲学，如果不

想做一件事，可以有一千个借口；

但如果想做一件事，只需一个理由

就够了。而他的理由就是热爱。他

对表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这么多

年的行动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困难，对弱者来说是放弃的理

由，而对勇者而言，是前进的动

力！

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坏的

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但，这也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

的时代，这是你的时代。

正如林志强所创建的品牌：

“ Time 2U 时间由你”！

宏源动作很快，短短三年时间，已

在全国通过经销商发展 20多家 Time
2U表行，并将渠道铺向了全国。

但林志强的思考不仅于此，他的

思路也渐渐清晰起来：我们能不能把

手表做成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或者说，

改变中国人对手表的态度？

在欧美，包括东南亚、南美国家，

手表是被视作饰品的，每个人都拥有

多块手表，配合不同的服装、场合，甚

至心情换着佩戴。我们能不能让手表

也变成时尚着装的一部分，用多款、

多变化来拓展它原有的“工具”和“收

藏品”印象？

林志强想到了 ZARA，他试图做

手 表 业 的 ZARA。 ZARA 以 Fast
Fashion（快时尚）概念闻名全球，拥有
签约设计师 300 多人，在全球 56 个
国家建立了超过 6000家门店，每两
周更新一半的货品。这个速度令同行

业叹为观止，是很多服装品牌试图复

制却无法模仿的。

但林志强分析后却认为，宏源可以

一试。这么多年来，能够不断满足全球

数千家客户差异巨大的需求，宏源靠的

就是强大的设计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这和 ZARA的核心能力是异曲同工的。
这也不乏先例，比如 SWATCH这个国
际表业的泰斗级品牌。但 SWATCH是
钟表界的巨无霸，有其他品类互补和支

撑，单一靠手表做快时尚的，还绝无仅

有。

但林志强说：人生在世，不就是要

做点儿别人没做过的事吗？

他没有单纯将以往在国际上闯荡

的经验照搬来用，而是切实地做了本

土化研究，相继推出 Jonquet 荣凯和
Color彩虹表系列，分别以“骑士精神”
和“不色不青春”的概念主打商务人群

和低龄时尚群体，并取得了相当不错

的销售业绩。2012年，Time 2U更凭借
国际贸易时的良好人脉与法国时尚电

视台 Fashion TV（FTV）达成合作关系，
依托 FTV的品牌影响力，生产高端消
费群体的时尚手表，并通过其遍布全

球的专卖店，迅速地产生强大的销售

能力。对 Time 2U来说，这不单纯是一
次销售上的突破，更是对 Time 2U 时
尚品牌地位的权威认可。

而林志强也再度提出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经营哲学：不仅仅把自己定

位为“卖手表的”，我们其实销售的是

时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为表。

中国人用 30年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
道路，在急匆匆赶路的同时错过了路

上美好的风景。而他要做快时尚，恰

恰是通过提供丰富的差异化的选择，

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慢下来，细细挑选

适合自己的一款，去品味快时尚、慢

生活。

———一个钟表人对生命的追逐

光阴她带走四季的歌里

我轻轻的悠唱

流水她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对一个钟表人来说，对时间的感受恐怕要

比常人来得更为鲜明。

在钟表行业浸淫了二十多年的林志

强，就是这样一个人。

初见林志强：鬓角有少许斑白，身材略

有发福，一口闽式普通话———一个典型的

成功商人的形象。但稍作交谈，你就会发现

他与一般商人的不同之处，他对“美”非常

敏感且有着独特的诉求，这甚至贯穿到了

他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商海生涯———追求

美、维护美，进而生产美、创造美。可以说，

在他身上，有着国内企业家里少见的“文艺

青年”气质。

光阴的故事

&第一名 第一人

&快生活 慢生活

or最坏时代 最好时代

袁虹

林志强

为了祝贺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荣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和配合济南泉水申遗，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济南兰亭书

法院联合举办的“济南兰亭书法院院士书历代名人咏天下第

一泉”书法作品捐赠仪式暨明信片首发式，于近日在济南市趵

突泉沧园举行。济南兰亭书法院 8位院士书创作的 32件书法
作品捐赠给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这是继济南兰亭书法院

举办“齐鲁情———全国书法名家书历代名人咏山东”系列活动

后，院士们的又一次精品力作。捐赠仪式上还举行了《天下第

一泉》纪念明信片首发式。 （朱蕾蕾）

历代名人咏天下第一泉书法捐赠仪式举行

纪念日

1987年 11月 16日，中国第一个
股份集团———中国嘉陵工业股份公

司（集团）在重庆宣告成立，成为我国

又一个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是一个军民结合型的股权式企

业。它的全部股份划分为国有股、公

有企业股、企业集体股和职工个人

股。公司（集团）设立产权管理委员会

和经营管理委员会，公司在经营管理

委员会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实行总经

理负责制。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集团）第一批企业由国营嘉陵机

器厂等 5个企业组成。它的前身是 7
年前组建的“嘉陵牌摩托车经济联合

体”。7年中这个联合体累计生产各类
摩托车 85 万多辆，占国产总量的
50%。经原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国
家计委批准成立的中国嘉陵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集团），成为一个资产生产

一体化的紧密型的股份集团。时任国

务委员张劲夫说：“这是为探索中国式

的社会主义企业模式而进行的一项改

革试验，愿它在用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产出上面和优化我国企业的经济结

构、产品结构上做出有益探索。”

（11月 12日—11月 18日）
一周史记

1987年 11月 16日
11月 12日

1987年 11月 12日，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
1998年 11月 12日 ，沈阳拍卖人才。

11月 13日

1989年 11月 13日 ，世界最大正负电子对撞机落
成。

11月 15日

1998年 11月 15日 ，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11月 16日

1987年 11月 16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开业。
11月 17日

1998年 11月 17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11月 18日

1998年 11月 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
立。

中国首家股份集团嘉陵集团成立

春晖股份董事长因内幕交易被罚

春晖股份日前发布公告称，2013年 11月 7日，公司收到
证监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会认定公司董事长方振

颖在公司 2012 年 1月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泄露内幕
信息，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其罚款 3万元。
蓝色光标元老陈良华辞职

近日，蓝色光标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 11 月 5日收
到公司董事陈良华的《辞职报告》，陈良华因个人工作原因请

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因陈良华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其

辞职请求尚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陈良华承诺

在公司股东大会增补新董事前，仍将履行董事职务。

黑莓放弃了出售 CEO辞职

智能手机制造商黑莓公司日前宣布，它已经收到了来自

加拿大的枫信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 1亿美元，已经
取消了其出售计划，而首席执行官托尔斯腾·海因斯将会被其

他人替换并且从董事会辞职。直到今年为止都还是赛贝斯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的高科技公司老将的约翰·程将会成为黑莓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临时首席执行官。

徐敏杰辞去 *ST远洋董事职务

*ST远洋近日发布公告，公司董事徐敏杰因个人原因已
辞去董事职务，该辞任即日生效。同时，中远集团在官方网站

对“前董事长魏家福已被有关部门限制离境”做出澄清声明。

公告表示，徐敏杰 11月 7日被证实被有关部门调查，其已确
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与辞任相

关的事宜需要通知公司股东。

李嘉诚再度减持长园集团

近日，长园集团发布《简式权益变动书》称，公司接到控股

股东通知，长和投资于 2013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317.5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5%。今年以来，长和投资对长园集团的减持累
计已经超过 15%。本次减持后，长和投资持股比例为 20.76%，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仍为李嘉诚家族。

阿尔斯通拟全球裁员 1300人

法国电力与运输工程公司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帕特里

克-克朗日前宣布，公司将在全球内裁员 1300人，主要将集中
在欧洲地区。此次裁员是阿尔斯通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该

公司曾表示将出售其运输业务部门的少数股份。阿尔斯通表

示将在 2014年 12月前计划融资 10—20亿欧元，此前该公司
大型订单数量减少，严重影响了上半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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