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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室珠宝守护幸福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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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 日，Leysen 莱绅通灵上线唐嫣拍摄的

全新广告大片。画面里，唐嫣⼥王气场全开。

事业上，她选择做自己，随心而行。生活中，

她与罗晋甜蜜相依。王后般端庄的模样与璀

璨钻石相得益彰。做自己，随心而行，“做

⼥王也要做王后”。忠于自己内心，就是最

好的选择。

封面故事 |  唐嫣 以王室珠宝守护幸福

封面明星 |  

Leysen 莱绅通灵 · 王室特刊 · DECEMBER.2019

C O N T E N T S

12P 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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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2日，Leysen莱绅通灵在其位于总部的王室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比利时王室珠宝
传奇165周年盛宴，以此来致敬165年传奇经典。

一个闪耀 165 年的

TRENS   新鲜 品牌资讯

王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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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sen莱绅通灵董事长兼CEO沈东军先生
携手比利时王子Simon de Merode一同回
顾品牌165年以来悠久的品牌历史，并共
同发布了HER MAJESTY 女王系列钻石钻
戒。Leysen莱绅通灵的设计师们在阅览百
年欧洲王室典籍时发现象征荣耀、生命以
及信仰的璀璨繁星被大量运用在王室物品
之中，英女王的“帝国皇冠”的冠顶就是
用了这种造型。Leysen莱绅通灵以此璀璨
繁星为灵感来源，赋予女王系列“女性力
量与幸福守护”的美好寓意，更是彰显独
立、真我个性。

活动当日，Leysen家族第五代传人Henri 
L e y s e n 先 生 以 及 第 六 代 传 人 M a x i m e 
Leysen先生也莅临盛宴现场。随后，沈东
军先生和比利时王子Simon de Merode以
及Leysen家族第五代传人Henri Leysen
先生和第六代传人Maxime Leysen先生一
起见证了全新形象店的启动仪式。Leysen
莱 绅 通 灵 将 继 续 传 承 王 室 珠 宝 与 王 室 品
位，并将传奇延续！

比利时王子Simon de Merode
出席活动

Leysen莱绅通灵董事长兼CEO沈东军与比利时王子及Leysen父子等嘉宾剪彩

Leysen莱绅通灵
HER MAJESTY女王系列



E MY QUEEN

1.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鸢尾耳饰
 编号：MQI11828ER
 价格：RMB14,988起

2.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鸢尾钻戒
 编号：MQI11801RG
 价格：RMB16,388起

鸢尾图腾是传承百年的欧洲王室符号，是只有
王室才可以使用的尊贵图腾，是无数欧洲王室
婚礼、加冕仪式上的神圣见证。以欧洲王室神
圣的鸢尾图腾续写王后系列的真爱誓言，表达
爱意，见证爱情，加持真爱之约。

3.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鸢尾吊坠
 编号：MQI11805NW
 价格：RMB5,780

4.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鸢尾钻戒
 编号：MQI11814RG
 价格：RMB15,800起

5.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鸢尾吊坠
 编号：MQI11825NW
 价格：RMB6,980起

你是我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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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珠宝不缺席
婚礼季
钻石闪耀在每一件 Leysen 莱绅通灵
的珠宝作品中，欢愉浪漫的气氛足以
撩动每个女人的心。



6. HER MAJESTY女王系列钻戒
 编号：NW11801RG
 价格：RMB10,179起

7. HER MAJESTY女王系列吊坠
 编号：NW11806NW
 价格：RMB3,530起

8. HER MAJESTY女王系列耳饰
 编号：NW11811ER
 价格：RMB5,691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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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拥有无限潜能的奇妙体，并不是世俗简单的
几个形容词能概括和定义的。不因外界的喧哗而渴
望热闹、不因他人的观点而盲从。取自欧洲王室
中经典的符号——璀璨繁星，似繁星般璀璨赋予
CROSS FOR MY Life“女性力量与幸福守护”之意。

璀璨十字  幸福守护

HE
MAJES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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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吊坠
 编号：BF+B1701NW 
 价格：RMB13,167起

2.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戒
 编号：BF+B1711RG
 价格：RMB13,750起

以蓝色火焰钻石切工而命名的蓝色火焰系列为你呈现真爱的
璀璨。由蓝色火焰切工切磨的钻石火彩更加璀璨，钻石底部
呈现浪漫的心形。真心的钻石、璀璨的火彩，加持真爱的恒
久闪耀。

3.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吊坠
 编号：BF+71801NW
 价格：RMB13,289起

4.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戒
 编号：BF+71803RG
 价格：RMB15,830起

5.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戒
 编号：BF+11209RG 
 价格：RMB10,689起

闪耀浪漫  直达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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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01RG 
 价格：RMB6,000起

2.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02RG
 价格：RMB8,600起

3.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03RG
 价格：RMB11,600起

4.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11RG
 价格：RMB82,994起

5.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12RG
 价格：RMB91,184起

戴“王室克拉钻”的新
娘，也就得到了爱人对
她的至高承诺——许你
克拉人生。王室克拉钻
的闪耀自然与众不同，
与随赠的王室克拉套戒
组合叠戴，尊贵、耀目
又美丽！

6.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13RG
 价格：RMB86,583起

7.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14RG
 价格：RMB93,206起

8.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15RG
 价格：RMB90,492起

尊
享
高
配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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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YAL CARRIAGE
 王室马车系列吊坠
 编号：RC11702NW
 价格：RMB4,000起

2. ROYAL HORSE HOOF
 王室马蹄系列吊坠
 编号：RHH11805NW
 价格：RMB4,690起

3. ROYAL CARRIAGE
 王室马车系列手链
 编号：RC11805WW 
 价格：RMB5,910起

4. ROYAL CARRIAGE
 王室马车系列钻戒
 编号：RC11805RG
 价格：RMB6,200起

数百年来，欧洲王室贵族一直与“马”有着深厚渊
源，无论是重要场合乘坐的马车，还是狩猎、赛马、
马术等活动。简约时尚的设计理念与精致工艺相结
合，是王室荣耀的现代时尚表达。

TRENS   新鲜 王室珠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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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YAL HORSE HOOF
 王室马蹄系列耳饰
 编号：RHH11802ER
 价格：RMB5,700起

6. ROYAL HORSE HOOF
 王室马蹄系列手链
 编号：RHH11802WW
 价格：RMB11,31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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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HL11904RG-6
 价格：RMB20,800起

4.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吊坠
 编号：WGJD11801NW
 价格：RMB3,980

5.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HL11903RG-4
 价格：RMB20,100起

6.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手链
 编号：WGJD11801WW
 价格：RMB3,380

7.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TJ11804RG
 价格：RMB1,980起

Leysen莱绅通灵王室王冠系列的灵感源于有关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与
王后法比奥拉的爱情故事。而Leysen莱绅通灵珠宝希望像王室一
样，若挚爱一心人，以王冠冠冕幸福。

冠冕爱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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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HL11801RG-4 
 价格：RMB27,700起

2. ROYAL CROWN王室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HL11802RG-6
 价格：RMB29,89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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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Leysen莱绅通灵
上线唐嫣拍摄的全新广告大片。
画面里，唐嫣女王气场全开。
事业上，她选择做自己，随心而行。
生活中，她与罗晋甜蜜相依。
王后般端庄的模样与璀璨钻石相得益彰。
做自己，随心而行，“做女王也要做王后”。
忠于自己内心，就是最好的选择。

TRENS   新鲜 封面故事

唐嫣



13

MY QUEEN·IRIS王后系列钻戒
编号：MQI11801RG
价格：RMB16,388起



14

在全新的Leysen莱绅通灵广告大片中，唐嫣全情
展现全新姿态，完美诠释“是女王也是王后”，
Leysen莱绅通灵王室珠宝在她的全情演绎下绽放璀
璨华彩，彰显王室珠宝 王室品位。

身为首席时尚官，唐嫣欣然为品牌拍摄广告大片，
以欧洲王室尊贵图腾鸢尾花为灵感来源的王后系
列，不仅表达着“BE MY QUEEN”的美好寓意，
也祝福女性拥有美好人生。2018年唐嫣在维也纳美景
宫举办了盛大的“王室婚礼”，大婚时刻，唐嫣佩戴
Leysen莱绅通灵王后钻石王冠，“为爱加冕”。这
顶璀璨夺目的钻石王冠，沿袭王后系列鸢尾花设计灵
感，见证神圣时刻。Leysen莱绅通灵王后系列的设计
灵感来源自欧洲王室尊贵图腾鸢尾花，象征爱情，也
代表女性的柔美优雅。王后系列钻戒以柔美鸢尾镶口

高高托起璀璨钻石，寄托神圣而庄重的告白“BE MY 
QUEEN”，续写真爱誓言。

光影变幻间，唐嫣佩戴Leysen莱绅通灵女王系列钻
饰，化身幸福女王，眼神坚定，自信掌控人生。女
王系列设计灵感源自英女王王冠冠顶璀璨繁星，将
“荣耀、生命、坚信”的寓意给女性带来力量和幸
福守护。

致敬女性力量，祝福当代女性都拥有幸福人生。

在女性力量觉醒的时代，独立自信成为女性的永恒
主题。女性力量如钻石般坚定恒久，钻石的璀璨照
耀女性幸福的光芒。Leysen莱绅通灵，王室珠宝 
王室品位。

TRENS   新鲜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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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R MAJESTY女王系列钻戒
 编号：NW11801RG
 价格：RMB10,179起

2. HER MAJESTY女王系列耳饰
 编号：NW11811ER
 价格：RMB5,69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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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繁星
守护幸福

 “女王系列”的设计灵感
源自英女王王冠冠顶璀璨繁星，

传达“幸福守护”的信息。
这是 Leysen 莱绅通灵致敬女性力量的诚挚奉献，

也是幸福守护，真爱一生的美好寓意。



16

佩
戴
王
室
系
列
珠
宝
气
场
全
开
，

Leysen

莱
绅
通
灵
赐
予
女
性
力
量
。

TRENS   新鲜 封面故事

HER MAJESTY女王系列吊坠
编号：NW11806NW
价格：RMB3,53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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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味 本期专题

OYAL JEWELRY BOX

260套高级感穿搭热搜不断 娜扎的秘诀原来是珠宝

2019年暑假，由“时尚女魔头”苏芒担任时尚总监制的时尚大剧《归还世界给你》热播后，娜扎热
搜霸屏不断，可谓行走的高级感穿搭教科书。260多套造型中，娜扎几乎每一套都有超吸睛的珠宝，
将她的高级感穿衣哲学展露无遗——珠宝才是高级感穿搭的关键！眼尖的朋友还发现，剧中娜扎多
次佩戴的几款钻石项链、耳饰，设计简约、高贵，气质超凡，原来都来自百年品牌Leysen莱绅通
灵——欧洲王室珠宝供应商。Leysen莱绅通灵珠宝彰显尊贵地位的同时，又从不会过分华丽，无论
通勤、约会，娜扎同款都让人美得高级，正如沈忆恩式的内外兼修，是颜值杀手，也是实力女王。

《归还世界给你》
揭秘时尚女王的珠宝箱



19

年薪百万的女人，最爱的还是钻石

在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中，娜扎颈间时常有一条钻石项链陪
伴，无论搭配连衣裙还是纱质衬衫都非常抢眼。这条项链来自比利
时王室珠宝品牌Leysen莱绅通灵的“王室马车”系列，其设计元
素汲取王室马车最具代表性的动力结构——车轮，以及王室的高贵
象征——王冠。代表王室荣耀的王冠与代表永续力量的马车车轮造
型相互融合，将荣耀与时尚个性完美表达。剧中沈忆恩的好闺蜜、
时尚主编岑未也佩戴了“王室马车”系列耳饰。

国礼级钻石见证浪漫婚礼

在婚礼场景中，娜扎佩戴Leysen莱绅通灵蓝色火焰系列钻戒，其
婚纱造型因此更显典雅、高级。懂得选择“蓝色火焰”的人都不简
单！Leysen莱绅通灵蓝色火焰切工的钻石都非常璀璨，更特别的
是钻石底部为浪漫的心形，寓意将爱珍藏在心里，这样一颗钻石出
现在婚礼现场，是多么浪漫的告白！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石钻戒
编号：BF+B1711RG 
价格：RMB13,750起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石吊坠
编号：BF+B1701NW 
价格：RMB13,167起

ROYAL CARRIAGE
王室马车系列耳饰
编号：RC11704ER 
价格：RMB6,780起

ROYAL CARRIAGE
王室马车系列吊坠
编号：RC11702NW 
价格：RMB4,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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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范儿珠宝加持，娜扎全程气场全开

女人对珠宝的要求，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归还世界给你》中娜扎是风生
水起的时装品牌创始人，更是全程Slay全场的时尚女王，只因她对自己的
要求，从来就不是偏安一隅，剧中娜扎这位时尚女王不仅衣着是教科书级
别，她还非常懂得高段位的珠宝搭配：偏爱Leysen莱绅通灵的女王系列
珠宝，与闪耀无比的钻石惺惺相惜。作为一个Slay全场的大女人，无时无
刻不要求自己做到十全十美的娜扎，与Leysen莱绅通灵的女王系列的繁
星造型，简直是绝配。作为从欧洲典籍中的繁星图腾被大量运用的王室象
征符号，一直是女王、辉煌的象征，被不仅如此，女王系列珠宝还悉数镶
嵌闪耀钻石，不愧是时髦女王都心水的单品。

SENSE   品味 本期专题

HER MAJESTY女王系列钻戒
编号：NNW11801RG 
价格：RMB10,179起

HER MAJESTY女王系列吊坠
编号：NW11806NW 
价格：RMB3,530元起

HER MAJESTY王后系列耳饰
编号：NW11811ER
价格：RMB5,691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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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烁&娜扎上演谍恋 “王室之吻”
钻戒神助攻

《归还世界给你》，由杨烁担纲男主，他在
剧中饰演邪魅霸道的时尚总裁陆准。初见是
在假面舞会，娜扎与神秘绅士默契共舞，一
曲终了，众宾客散去，杨烁饰演的神秘男士
指间的“王室之吻”钻戒却给娜扎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对男士来说，珠宝和
腕表一样，是品位的终极体现。剧中杨烁长
期佩戴的钻戒，是来自比利时王室珠宝品牌
Leysen莱绅通灵的“王室之吻”系列，灵感
源自当年比利时国王在加冕礼上对王后的深
情一吻，寓意要像王室一样用行动去表达内
心的爱。剧中陆准选择佩戴这枚钻戒，实在
是再贴切不过！这对相爱相杀、势均力敌的
总裁CP，最终真爱不灭，找回了真相，也寻
回了初心。

时髦高级又百搭，娜扎同款珠宝安排上

《归还世界给你》中娜扎的穿搭大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借鉴性超强。
譬如职场穿搭必会出现的OL上衣，超有品位的时尚女魔头沈忆恩为之准
备了一件V形钻石项链。这条项链被娜扎多次佩戴，它来自比利时王室
珠宝品牌Leysen莱绅通灵的“王室花园”系列。这条项链的设计大有来
头，V字象征胜利之光，还可随时转换方向变成A形，个性又有趣。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非你莫属吊坠
编号：FNMS11401NW
价格：RMB1,680起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802RG-M/RKWE11802RG-F 
价格：RMB3,480起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901RG
价格：RMB2,050起



22

在外人看来，沈东军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是上市珠宝企业莱绅通灵CEO、法国乐朗1374葡萄酒酒
庄庄主。同时也是一位志存高远的“跨界鬼才”。2015年，他投身到娱乐产业，深入布局影视版图，
于2016年成立属于自己的影视公司——钻石影业，开启了人生新征程。7月19日，沈东军带着钻石影
业的第一部作品《归还世界给你》和观众见面，与他深耕的珠宝、钻石、红酒领域一样，这部作品于
他而言远远超过了“商品”的定义，它被赋予了更加美好的意义，将中国时尚和中国文化通过“影
视”这一载体传递给观众，乃至全世界。

以影视为载体，
寻找中国时尚的现实表达

《归还世界给你》

TRENS   新鲜 CEO 专访

文字 / 电视剧鹰眼

沈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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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拉恋人》到《归还世界给你》，作为影视行业的“门外
汉”，沈东军称自己是“搅局者”，“但有时候这个行业正是
需要‘外行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让影视剧给观众带
来‘陌生感’。”沈东军说。《克拉恋人》和《归还世界给你》，
沈东军参与的这两个影视项目，都从自己擅长的时尚领域
入手。他有着商人的智慧，深知观感是商品的重要属性，
故此对自己作品的画面质感有着严格的要求 ；他又有着文
艺工作者的执念，他坚信中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都市时
尚剧，一部前卫、世界级、兼具审美价值和艺术创新的“偶
像级”商品。《归还世界给你》是他给我们交出的一份答卷。

《归还世界给你》是钻石影业新推出的力作，由沈东军任总
制片人，蒋家骏执导，总编剧顾斐斐，原创编剧刘筱悦，杨
烁、古力娜扎、徐正溪、赵樱子领衔主演。

这部电视剧是将时尚、轻悬疑和爱情等元素相互融合，无
论是题材还是观感，都令观众耳目一新。相比《克拉恋人》，
沈东军这次更加深入地参与了《归还世界给你》项目中，不
仅担当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和总策划人，还在剧中本色出
演了公司老板霍泽宇一角。

这部剧讲述了一对恋人经历生死之后在商场相逢，一连
串的误会与阴谋让他们相爱相杀，最终在真爱不灭的力
量下收获幸福的故事，融合了时尚、职场、悬疑、虐恋等
多种元素。

出于梦想，关乎热爱 
“之所以跨界影视圈，是出于我自己的梦想。我们国家这么
大、人才这么多，怎么可能连好的时尚剧都拍不出来呢？”

沈东军表示，创作《归还世界给你》的初衷，就是自己对于
时尚行业、影视行业、文化产业的满腔热忱，“我希望为国
产影视做点事”。

如今听起来似乎无比简单，但对于当时还是“门外汉”的沈
东军来说，开局颇为困难。从前期影视中心的草创，到钻
石影业版图的初具规模，再到剧本、演员的更迭遴选，筚
路蓝缕的无形付出，不断搭砌又反复推倒的决心，建构起

《归还世界给你》最动人的模样。

沈东军直言，2016 年韩剧《太阳的后裔》的爆红给了他很
大的震撼和危机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成立自己的影视
公司、开创成熟的影视版图成为他的理想追求。《归还世界
给你》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诞生。

“其实最初没想到投入这么大、沉浸这么久”，希冀好好做
一部剧的他，没想到投入的资金越来越高，“既然成本越做
越大，我们就婉拒了其他的投资方，假如要亏钱就亏我自
己的钱。”但也正是由于这“收不住”的成本，才有了如今
时尚与专业兼具的《归还世界给你》。“我不想过多地考虑
成本，只想踏踏实实做一部品质剧，一部能代表中国时尚
水平的作品。”

相比起凡事亲力亲为，他更喜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为将《归还世界给你》这部都市时尚剧雕琢到极致，沈东
军特意组建 “黄金班底”。 “我们应该创作一部何种形态
的时尚剧？在刚开始攒局的时候我不能回答。我只知道，
将影视和时尚结合起来做到极致，自然能获得我们观众
的欢心。” 沈东军力求在影像、故事、音乐、人物、服装、
道具等方面，都做到匠心独具、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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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度”和“陌生感”的完美平衡

现在市场上的时尚剧，大多数流于形式，打着时尚
的幌子谈恋爱，在这样的背景下，《归还世界给你》
无论从画面呈现、故事架构，还是内在气质来说，都
是一部表里如一，“颜值”与“内涵”兼备的时尚剧，
而沈东军也表达了对这部剧的期许 ：“我希望它成
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五年后还有人记得《归还
世界给你》。”

《归还世界给你》的时尚感和高级感是观众颇为关心
的话题，为了彰显这一主题，幕后团队不光在题材
和剧本上下功夫，更在服化道、音乐、美术、剪辑上
做到了精益求精。就拿服装来说，沈东军特邀中国
时尚领军人物苏芒担任时尚总监，为剧中演员的服
装造型全权把关。光为女主角沈忆恩就准备了 400
多套衣服。在整部戏中，沈忆恩的穿衣风格优雅、干
练、风风火火，从里到外都传递着高贵冷峻的气质。
据统计，娜扎第一集里换了 16 套造型，活生生把电
视剧演成了“时尚大秀”。沈东军在受访时说 ：“服
化道是为角色服务的，永远不要让你的服化道超越
了角色。“看到网友对于《归还世界给你》时尚度的
认可，沈东军很欣慰。

“陌生感”则是沈东军注重时尚剧创作的另一要旨。
“陌生感”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性原理，指的是打破常
规效应所带来的表现形式。“《泰坦尼克号》为什么
好看？《阿凡达》为什么过瘾？这些作品中都能看
到浓浓的陌生感，好的时尚剧也应当如此。”《归还
世界给你》的陌生感侧重有二。其一是在演员的配
置上，没有使用风靡一时的“大流量＋小鲜肉”的潮
流组合，而是选择了 2016 年还没有爆红的娜扎作为
女主，加之“大叔型选手”的实力派演员杨烁的加盟，
这部剧从最初就给观众创造着“陌生感”。 其二是
不同寻常的“轻悬疑”元素。我们很少能在一部都市
感情剧中，见到生活、职场之外的元素，更遑论足以
称得上“硬核”的悬疑元素的注入。这也是沈东军的
刻意为之，他希望通过多元素的杂糅、跌宕起伏的
剧情，吸引到更多维度的观众参与其中。“我们想让
观众看到，我们做的虽然是一部时尚剧，但不仅仅
是一部时尚剧。”

TRENS   新鲜 CEO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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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阵容”打造“钻石品质”

在剧中，沈忆恩带领一众有理想的伙伴奔赴
在时尚创业领域的“前线”，她用独有的东方
审美和别具一格的设计让中国时尚走出国
门，得到国际的认可。而现实生活中的沈东
军同样追逐梦想，为中国钻石产业注入国际
基因，同时也将中国的钻石文化推向世界。

钻石的价值在“永恒”“传承”与“品质”，对
于沈东军而言，钻石影业的制剧理念如其名
字一般也要聚焦在“品质”之上，也正因此，
钻石影业从演员到幕后班底都率先采用头
部阵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全明星阵
容？因为我们要追求品质，《归还世界给你》
中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选择演技精湛、
外型靓丽、与角色契合度高的演员，这些品
质缺一不可”。

在班底配置上，钻石影业更是秉承着“专业优
先”的态度。“既然要做一部高品质的时装剧，
就要有专业的人加入进来。”沈东军认为，他
所做的努力与苏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
过媒体推广中国时尚，让时尚融入人们的生
活中，而不再将其定义为一种“高奢文化”“小
众文化”，“我要让《归还世界给你》成为一部
真正由内行打造的时尚剧，让观众看到我们
的诚意”。

“品质”是沈东军提到最多的关键词，这是钻
石影业的目标，也是钻石影业的初心。《归还
世界给你》是一个起点，未来沈东军将带领
钻石影业在影视版图上进行更加大胆的探索
和开拓，正如他所言，钻石影业要打破“唯 IP
论”，用创新精神铸就“钻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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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味 明星示范

FOR MY LIFE
SENSE   品味 明星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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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Leysen莱绅通灵的女王系列珠宝。
这闪耀在颈肩、耳畔的璀璨珠宝是致敬女性力量，

亦是对幸福生活的守护。

幸福守护   真爱一生
众星演绎莱绅通灵女王系列珠宝

FOR MY LIF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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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味 明星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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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温婉外表之下的
侠骨柔情，自成风格

姚晨

HER MAJESTY女王系列吊坠
编号：NW11806NW
价格：RMB3,53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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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绅
通
灵
女
王
系
列
钻
石
吊
坠

人生都是自定义
做自己的女王

SENSE   品味 明星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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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走向了时光深处
任内心的力量无畏生长

HER MAJESTY女王系列钻戒
编号：NW11801RG
价格：RMB10,17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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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味 明星示范

HER MAJESTY女王系列耳饰
编号：NW11811ER
价格：RMB5,69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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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珠宝
誓爱与众不同
Leysen莱绅通灵以最长情、最闪耀的

婚礼珠宝礼赞婚礼中的神圣瞬间。

SENSE   品位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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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美钻  纪念重要时刻

许多年后，当你打开首饰盒，这件珠宝还是和现在一样闪耀，
你一定会想起当时佩戴它时的情景。当孩子长大时，你一定也
希望把这件珠宝传给 TA，因为这里留下了你们珍贵的情感，
以及对 TA 的爱。Leysen 莱绅通灵皇家博物馆系列中的每一
件珠宝都是真爱的见证，也象征着爱侣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更
是投资收藏和家族传承的上上之选。

1.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钻戒
 编号：RM11101RG 
 价格：RMB20,000起

2.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钻戒
 编号：RM71402RG
 价格：RMB26,000起

3.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吊坠
 编号：RM41401NW
 价格：RMB36,900起

4.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Ⅱ钻戒
 编号：RM11901RG 
 价格：RMB6,000起

5.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Ⅱ钻戒
 编号：RM11902RG 
 价格：RMB8,600起

6.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Ⅱ钻戒
 编号：RM11903RG 
 价格：RMB11,600起

7.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Ⅱ吊坠
 编号：RM11905NW 
 价格：RMB22,000起

8. R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Ⅱ吊坠
 编号：RM11906NW 
 价格：RMB29,000起

9. ROYAL MUSEUM
 皇家博物馆系列耳饰
 编号：RM21201ER
 价格：RMB35,000起

9

7
8

1

2

4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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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爱情，
能甜到细节里

2013 年，比利时加冕大典进
行时，国王菲利普情不自禁深
情亲吻王后玛蒂尔德的手背，
庄严气氛中充满甜蜜味道，连
王后的臂弯都甜成了心形。这
无声的一幕比什么誓言都打
动 人，不 久 后 以 此 为 灵 感 的
Leysen 莱绅通灵王后系列钻
戒面世。

SENSE   品位 本期专题

1.	 MY QUEEN·HEART 
 王后经典系列钻戒
 编号：MQ11108RG 
 价格：RMB10400起

2. MY QUEEN·HEART
 灵王后经典系列钻戒
 编号：MQ11104RG
 价格：RMB10700起

3.	 MY QUEEN·HEART
 王后经典系列耳饰
 编号：MQ11401ER
 价格：RMB4780起

4. MY QUEEN·HEART
 王后经典系列吊坠
 编号：MQ11203NW 
 价格：RMB5180起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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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对戒  执吻今生

1999年比利时王储菲利普大婚，加冕现场牵手王后玛蒂尔德的深情一吻，让无
数人感动不已。这也正是王室之吻系列对戒的灵感来源。每一款对戒的设计都
从细节设计触动人心，像是“沿着爱情的轨道一直走下去”，抑或“用月老的
一根红线牵引你和她走到一起，直至白头偕老，此生永不分离”。

1.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901RG
 价格：RMB2,050起

2.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804RG
 价格：RMB3,300起

3.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805RG
 价格：RMB2,280起

4.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RKWE11806RG
 价格：RMB2,690起

5.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对戒
 编号：WE11505RG
 价格：RMB3,260起

4

5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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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位 本期专题

遇见王室自然之美

比利时的拉肯皇家花园，每年只对外开放三
周，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珍稀植物、皇家建
筑与经典艺术形态，充满着高贵的皇家奢华气
息。遗憾的是王室花园中的花卉虽然貌美却不
易保存，Leysen莱绅通灵匠心独运，以王室花
园系列珠宝将时光的美貌嵌入永恒。

1.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吊坠
编号：SS11301NW 
价格：RMB2,480起

2.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钻戒
编号：SS41501RG  
价格：RMB6,380起

3.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吊坠
编号：SS41501NW  
价格：RMB2,980起

4.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耳饰
编号：SS41501ER 
价格：RMB3,380起

5.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手镯
编号：SS11907WW 
价格：RMB9,780起

6.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吊坠
编号：SS11905NW 
价格：RMB5,280起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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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爱也要能独当一面
Leysen莱绅通灵从举世闻名的
艺术瑰宝——雅典娜神庙建筑群
中汲取灵感，与众不同的古建筑
纹饰，赋予雅典娜系列珠宝无与
伦比的辨识度——艺术气息，典
雅、浪漫又充满力量感。简约的
钻戒设计线条，传递出雅典娜女
神所倡导的“从容、淡定与无
畏”——这正是当代女性尤其是
年轻女性所渴望的气质与智慧。

1.	 ATHENA雅典娜系列钻戒
 编号：ATH11803RG 
 价格：RMB9,280起

2. ATHENA雅典娜系列吊坠
 编号：ATH11802NW 
 价格：RMB6,680起

3. ATHENA雅典娜系列钻戒
 编号：ATH11805RG 
 价格：RMB4,280起
 编号：ATH11806RG 
 价格：RMB3,180起

4. ATHENA雅典娜系列吊坠
 编号：ATH11803NW 
 价格：RMB999

5. ATHENA雅典娜系列手链
 编号：ATH11803WW 
 价格：RMB4,880起

4

5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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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品味 视觉盛宴

MY QUEEN·IRIS 王后系列
吊坠编号：MQI11825NW
价格：RMB6,980起
钻戒编号：MQI11801RG
价格：RMB16,388起
耳饰编号：MQI11828ER
价格：RMB14,98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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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指紧扣时，彼此感受着一样频率的心跳、一样手心里的温度，
感应着对方的感应，一句“我愿意”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闪耀，我更能感受到它的心跳。
因为有爱情的浸润，珠宝也能成为有生命的精灵。
在这一刻，Leysen莱绅通灵将珍贵的钻石塑造成更多美妙的形象以表达爱意。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概就是最平淡却最真诚的情话

也许你们性格迥异，但爱让你们互相尊重。

钻石说

钻
戒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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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钻戒
编号：RCT11901RG、RCT11915RG
价格：RMB6,000起、RMB90,429起
编号：RCT11902RG、BF+71501RG
价格：RMB8,600起、RMB13,604起
编号：RCT11903RG、RCT11913RG
价格：RMB11,600起、RMB86,583起

SENSE   品味 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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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MAJESTY女王系列
钻戒编号：NW11801RG
价格：RMB10,179起
吊坠编号：NW11806NW
价格：RMB3,530起
耳饰编号：NW11811ER
价格：RMB5,691起

ROYAL KISS王室之吻系列钻戒
编号：RKWE11901RG
价格：RMB2,05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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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
吊坠编号：BF+B1701NW
价格：RMB13,167起
钻戒编号：BF+B1711RG
价格：RMB13,750起
耳饰编号：BF+B1701ER
价格：RMB24,028起

SENSE   品味 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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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
E FLA

M
E

蓝
色
火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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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钻
戒
编
号
：+71501RG

价
格
：R

M
B13,604

起

吊
坠
编
号
：BF+71801N

W

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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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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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耳
饰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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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71802ER

价
格
：R

M
B26,263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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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典也要特别

SENSE   品味 王室钻石

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对钻石颇为了解，但你知道如何挑选属于自
己的王室珠宝吗？本期 Leysen 莱绅通灵带你走进王室珠宝的世界，

挑选属于自己的王室珠宝。

如何挑选属于自己的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石钻戒
编号：BF+B1711RG 
价格：RMB13,750起

BLUE FLAME蓝色火焰系列钻石钻戒
编号：BF+71803RG 
价格：RMB15,830起

Leysen莱绅通灵“蓝色火焰”系列以蓝色火
焰钻石切割工艺而命名，是比利时近600年钻
石切工史的革命性突破，经世界钻石中心安特
卫普顶级切割大师数年研发后问世。钻石工艺
大师更加合理地运用光学原理，将钻石角度比
例和棱边对称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以89个
切面完美反射来自每个角度的光线，让火彩更
加璀璨夺目。同时，工艺大师以巧夺天工之匠
心，让钻石底部呈现浪漫的“心”形，让钻石
这一爱情的信物更能表达爱情真谛、把爱藏在
心里！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一枚蓝色火
焰切工钻石被作为国礼，由比利时国王亲自赠
送给中国政府。

蓝色火焰钻石切工专利

2009年，一枚蓝色火焰切工钻石被作为国礼，由比利时国王亲自赠送给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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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叠戴 时髦有新意
钻戒叠戴已然成为时髦的代名词，不玩一玩mix and match怎
么能称得上是时髦精呢？而在西方还有一种说法：当情侣对戒和
钻戒一起佩戴时，对戒就相当于守护戒，可以守护钻戒，守护
爱情，而且两个钻戒一起叠戴，时尚又好看。如何搭配却成了
难题，Leysen莱绅通灵的套戒组合已经为您提供了最佳搭配方
案。每一枚Leysen莱绅通灵的钻石钻戒，都可以以一枚王室IP
套戒为其加持，形成组戒叠戴，彰显王室力量！ 

1. ROYAL CROWN王冠系列钻戒
 编号：WGTJ11804RG 
 价格：RMB1,980起

2.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套戒
 编号：MQI11801RG+RCT11901RG 
 价格：RMB16,388起、RMB6,000起

3. ROYAL CARAT DIAMOND
 王室克拉钻系列套戒
 编号：MQI11801RG+RCT11903RG  
 价格：RMB16,388起、RMB11,600起

4.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钻戒
 编号：SS41501RG 
 价格：RMB6,380起

5.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钻戒 
 编号：SS11902RG 
 价格：RMB6,080起

6．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吊坠
 编号：SS11903NW  
 价格：RMB3,900起

7.	 ROYAL GARDEN
 王室花园系列梦想之星耳饰
 编号：SS11906ER 
 价格：RMB6,480起

花更少的钱买到更显大的钻石
买钻石时有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它有
多大？简单镶嵌的1克拉钻石，在视觉
上通常有女性无名指的三分之一大小。
如何花更少的钱买到更显大的钻石？可
以在钻戒设计方面想想办法。Leysen
莱绅通灵“梦想之星”系列钻石钻戒，
选用了花卉造型的设计，“花瓣”中央
以经典的爪镶工艺镶嵌，最大程度显示
主钻的闪耀；四周群镶钻石将主钻紧紧
包裹，倍显主钻，放大闪耀，尽享“克
拉”视觉盛宴。

4

1

3

2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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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克拉钻&典藏王冠巡回展
——共赴王室珠宝品位之境

19世纪中叶，Leysen以精湛珠宝技艺，服务于欧洲王室，缔造出比利时国宝“九省王冠”，为意大利国王定制
Yolanda公主古董钻石王冠以及修复法国王室珍品欧仁妮王冠......20世纪末，通灵珠宝应时代而生，打造“为下一
代珍藏”的珠宝杰作。2017年，Leysen与通灵珠宝在古老的东方国度结缘，经典技艺与现代美学激荡共鸣，王室
品位续写传世光芒，Leysen莱绅通灵耀世诞生。而在今年，一场联结历史与当代的王室艺术展览、数顶百年间珍
贵王冠与王室克拉钻系列新品栩栩呈现，开启莱绅通灵传奇王室珠宝品位。

他是《克拉恋人》中与迪丽热巴搭戏的霸道总裁沈东军，他
也是《归还世界给你》中的帅大叔墨许。8月17日，实力演员
王东，空降合肥Leysen莱绅通灵门店，助阵#女王臻享·王东
见面会”。一场“明星&珠宝的女王派对”奢华开启！活动
现场以金色装点，VIP们化身为“女王”款款步入会场，在
镜头下定格住那一刻耀眼时光，女王风范锐不可当。活动现
场，演员王东更是与到场VIP进行亲密互动，亲自为幸运VIP
佩戴Leysen莱绅通灵珠宝，赋予女王们奢宠体验。值得一提
的是，现场亦展示难得一见的臻品王冠、珍惜钻石以及明星
红毯系列珠宝，王室蕴藏的独特印记在这一刻，迸发璀璨光
芒。王室珍宝，为爱加冕！

女
王
臻
享 

王
东
见
面
会

TRENS   新鲜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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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赋予璀璨的光芒；建筑，
凝固静止艺术；文化，沉淀时间
哲思。Leysen莱绅通灵高端珠
宝 ， 皇 家 博 物 馆 Ⅱ 全 新 耀 目 上
市。汲取世博会中国馆“冠鼎”
建筑元素为设计灵感，展现力学
与结构之美，演绎贯穿东西方文
化气质新美学。与此同时，续写
了比利时MAS博物馆典藏之作，
注入深厚东方文化印记，天圆地
方的建筑美学，凝聚华美底蕴与
尊贵品味，缔造传承典范。珍贵
的PT铂金勾勒冠鼎造型，与生俱
来的自然纯净历经岁月依旧纯澈
如初，闪耀天然、圣洁光芒，至
臻情意，铂金见证。

作为比利时“王室珠宝供应商”，Leysen莱绅通灵百年来以精湛的珠宝技艺服
务欧洲王室贵族，创造出珍贵的王室珠宝并为王室成员代代相传。8月23日，
“Leysen莱绅通灵传奇165周年盛宴暨武汉世贸广场20周年启动仪式”在汉阳的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揭开神秘面纱。武商集团董事长陈军先生、武商集团总
经理秦琴女士、武商世贸广场总经理杜玉华先生以及Leysen莱绅通灵首席增长
官杨磊先生等重要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并与到场VIP一同回顾了Leysen莱绅通
灵165年以来悠久的品牌历史，感受王室珠宝的艺术魅力，领略品牌王室文化的
深厚积淀，见证Leysen莱绅通灵这一百年王室珠宝品牌的华彩与传世荣耀！

指尖上的建筑

百年王室珠宝闪耀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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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N YOUR QUEEN

在Leysen莱绅通灵VIP客户的婚礼中，为你的“王后”加
冕的这顶冠冕大有来头。这是复刻自Leysen参与打造的
比利时国宝“九省王冠”，是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与
王后阿斯特里德爱情故事的见证。迄今为止已见证了比利
时四代王后的加冕。九省王冠作为比利时王室最经典的象
征，随着星辰的流转，凝聚了日月的光辉，铭刻了许多王
室历史。

与此同时，Leysen莱绅通灵还为新娘提供红毯珠宝。优
雅、经典而不乏美丽的Leysen莱绅通灵珠宝亦是众多国
内外明星红毯时刻的首选。Leysen莱绅通灵珠宝让你的
婚礼仪式感满分！ 

Leysen 莱绅通灵于今年 5 月
推出“王冠克拉婚礼”项目，该
项目将品牌专有资产“比利时
王室背书”融入克拉专属 VIP
客户的婚礼中，项目主题围绕
着“用王冠加冕你的王后，愿
爱与时光等长”的主题展开。
现 在，Leysen 莱 绅 通 灵 以 多
顶重量级王冠加持 VIP 客户的
婚礼，同时配以红毯珠宝，打
造百万新娘，成就婚礼中的你，
留住最闪耀的时刻！

打造百万新娘
闪耀人生重要时刻

礼遇一：王冠&红毯珠宝

VIP   尊享 莱绅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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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约化流行的当今，冠冕这种华丽复杂的珠宝
往往只有王室才会选择，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认
为新娘才是在婚礼当天唯一可以佩戴冠冕的人。
Leysen莱绅通灵开启打造百万新娘计划，比利时
王子见证你们的爱情，成就婚礼中的你，留住最
闪耀的时刻！

在基督教的婚礼上，神父会一边说着
“奉神父、圣子、圣灵之名”一边手
持用以交换的钻戒顺序轻触新人左手
的三只手指，说完刚好落在无名指
上。无名指的血脉是直接流入心房的
爱情之脉，象征爱情永恒不变。在这
神圣的时刻，不仅有Leysen莱绅通灵
珠宝为你加持，更有Leysen莱绅通灵
提供高定礼服以及精致妆容，为你打
造一个全方位完美婚礼。更多【王冠克拉婚礼】至尊礼遇

欢迎咨询官方微信客服了解

授予爱情证书
颁发比利时王室挚友勋章

高定礼服
完美妆容打造

 礼遇二：王子为爱见证

礼遇三：王室专属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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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绅通灵官方旗舰店
王室珠宝触手可及  
1855年创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Leysen奢侈品珠宝品牌
其非凡工艺与独特风格备受欧洲王室青睐
1967年Leysen获得了比利时王室授予的“王室珠宝供应商”头衔
2017年，通灵珠宝对Leysen进行战略投资
正式升级为Leysen莱绅通灵
如今，莱绅通灵线上旗舰店将莱绅通灵一以贯之的王室珠宝品位加以延续
以“王室轻贵”的定位，带给年轻一代浪漫闪耀、王室尊享的精致体验
让比利时王室珠宝从此变得触手可及

为梦想闪耀
“梦想之星”是送给年轻人的
勋章，纪念自己在实现梦想的
道路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和坚
持。愿每一位年轻人都坚定梦
想、不忘初衷，闪耀出自己的
光芒。

1.梦想之星系列
太阳花18K金钻石耳耳饰
RMB4,299

2.梦想之星系列	
翠贝卡18K金钻石钻戒 
RMB3,090

3.梦想之星系列
摩登女王18K金钻石吊坠 
RMB1,790起

4.王冠系列	
小皇冠18K金点钻款吊坠 
RMB1,230起

5.王冠系列	
小皇冠18K金点钻款手链 
RMB1,820起

6.王冠系列	
小皇冠18K金排钻款耳饰 
RMB2,430

做自己的女王
小皇冠的造型，为自己加冕，做自己的女王。
你在哪里，焦点就在哪里。

VIP   尊享 电商中心

1

3
2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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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天猫官方旗舰店二维码

女王驾到
王冠与马车车轮的精巧结合，

车轮中间装饰闪耀钻石。
转动的车轮寓意时来运转

亦代表着女王驾到。

1.王室马车系列 
18K金钻石贝母吊坠 
RMB4,999

2.王室马车系列 
18K金钻石吊坠 
RMB5,799

3.王室马车系列 
18K金钻石耳饰
RMB9,999真心真爱

传承欧洲王室工艺，
甄选比利时优质钻石。

使得蓝色火焰系列的钻石
更加火彩璀璨，

让真爱从眼里直达心底。

4.蓝色火焰系列
耀世18K金钻石钻戒
RMB7,250起

5.蓝色火焰系列
倾城18K金钻石钻戒
RMB5,250起

6.蓝色火焰系列
钟爱18K金钻石钻戒 全钻款
RMB5,628起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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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朗
分享八个世纪的历史名庄

1374乐朗酒庄(Chateau Laulan Ducos)位于盛产名酒的法
国波尔多(Bordeaux)梅多克区(Médoc)，是Cru Bourgeois中级
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74年，曾属于法国元帅——格拉蒙公
爵。酒庄于2011年被中国企业家沈东军先生收购。

Chateau
Laulan Ducos

沈东军先生自收购并管理1374乐朗酒庄伊始，就在葡萄种植、酿酒设备、产品
包装、人才任用四个方面增加投入，聘请了曾为拉菲、木桐、玛歌等四大酒庄酿
酒的著名酿酒师Eric Boissenot，使酒的品质不仅保持了原来的水准，还获得了
提升，也因此才能够通过法国波尔多左岸名庄协会的严格审核。

经几百年的酿酒经验沉淀，以及沈东军（Richard Shen）先生对酒庄生产、酿制
环节的大量资金投入和对当地匠心传统传承的尊重，1374乐朗酒庄形成了一整套
独具风格的葡萄酒酿制工艺，从而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每瓶酒的质量。从采摘到
到达消费者手中，大概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法国1374乐朗葡萄酒，自1990年至今，已获得30多项国际大奖，17次荣膺法国
HACHETTE权威葡萄酒手册推荐品牌，多次得到世界权威葡萄酒杂志《品醇
客》星级推荐。

传奇庄主：沈东军

作为国际珠宝品牌“Leysen莱绅
通灵”董事长兼CEO、比利时最
高国家荣誉勋章——利奥波德国
王勋章获得者的沈东军先生，于
2011年完成了对法国波尔多地区
老字号“法国1374乐朗酒庄”的
全面收购，这是华人企业家首次
以个人名义对海外知名酒庄实现
收购。他是极少数同时获得左、右
岸荣誉勋章的华人代表之一。此
外，沈东军先生还是管理专家，著
有管理学专著《组织智慧》。

品质追求：1374乐朗葡萄酒

VIP   尊享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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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1374乐朗葡萄酒，目前共有20余款系
列产品。其中包括：曾被选为比利时MAS
博物馆开馆庆典指定用酒、被前比利时国
王阿贝尔二世收藏的国王系列；法国前总
统萨科齐访华期间收藏的1374金标古堡系
列；多次获得国际葡萄酒大赛金奖且多次
成为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品鉴用酒，
被罗大佑、严歌苓等知名人士收藏的古堡
系列；因其卓越品质，被多部超级影视剧
选中并参与拍摄的1374系列；现象级
电视剧《克拉恋人》庆功宴、明星见
面会指定用酒，演员唐嫣、罗晋收藏的克
拉恋人系列等等。

法国1374乐朗葡萄酒，还是热播悬疑时尚
大剧《归还世界给你》中唯一葡萄酒指
定品牌。同时，还得到剧中主演们（杨
烁、娜扎、徐正溪、赵樱子等）的交口
称赞。

全方位立体运营——全网化

波尔多十分优秀的年份，绝好气候给了葡萄优质的生
长。明艳的紫红色酒液伴随层层香气，果香、花香瞬
间绽放，单宁饱满，酸度平衡，口感香醇，酒体浓
郁，回味持久，是值得珍藏、适合陈年的世纪佳酿。

酒标为法国贵族格拉蒙公爵家族盾徽，狮子象征着
尊严，鬣狗象征着领地，利箭象征着力量，蓝白色块
象征着蓝血贵族血统。

1374乐朗的2016年份酒庄出品限量特级酒。2016年
份被誉为堪比1982和2010的世纪年份，再加上著名
的五大名庄酿酒师ERIC精心酿造，天地人的结合
使得此款酒能媲美列级庄佳酿。

入杯后绽放出迷人的果香，层层香料、黑莓以及玫
瑰花瓣的甜美香味萦绕其中，12个月的橡木桶封藏
带来了雪松、烟熏的复杂香气，单宁饱满，酒体醇
厚，余味漫长而美妙。连酒庄庄主都称赞这是他在酒
庄里喝到过的最棒的葡萄酒。

产品在乐朗1374京东自营旗舰店、乐朗1374天猫旗舰店、苏宁易购超市
平台均有售

1374乐朗古堡干红葡萄酒

1374乐朗公爵古堡干红葡萄酒

1374乐朗自进驻中国市场后，不断顺应时代的发展抓住信息化潮流，全面实施
全网化运营战略，用互联网手段，颠覆传统模式，作葡萄酒销售的革新者。其
中，全网化运营平台包括传统电商平台（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和轻酒商模
式（代理、经销商、专卖店等）。在培训体系支持、品牌推广支持、管理指导支
持、市场活动支持、渠道开拓支持、物流配送支持这六大运营保障前提下，为代理
创造了高质产品和便捷服务。

1374乐朗现面向全国诚邀县级以上区域加盟商，具体加盟流程可详询官方微博及微
信公众号“法国1374葡萄酒”。期待您的加入！

（2016 限量版）

（2016 年份）

咨询热线：400-999-1374

官方网站：http：//www.shendongjun.com/

萨科齐收藏1374乐朗古堡酒

剧中沈东军和酒

名品与名人

热播剧唯一指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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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绅通灵董事长沈东军与 Leysen 家族第五代及第六代传人在品牌交接仪式上

国内加盟商迎机遇

THE EUROPEAN ROYAL JEWELRY HAS BEEN OPENED TO

加盟热线：400-828-9736

作为全球最大的珠宝消费市场，近年中国不断引来国际各大珠宝商的进驻。
2017年4月，A股上市公司通灵珠宝（603900.SH）完成了对比利时王室珠
宝品牌Leysen的收购，将百年历史沉淀的王室资产、精工技艺及珠宝文化
引入中国，将品牌升级为莱绅通灵。Leysen1855莱绅通灵成为了历史上首
个对中国市场开放特许经营的欧洲高端奢侈珠宝品牌，为中国加盟商带来
经营王室珠宝品牌的机会！

“此前，欧洲珠宝奢侈品牌都是直营模式，国内的加盟商只能
在港资和内地品牌中进行选择，莱绅通灵对国内放开欧洲王室珠宝
的加盟就是希望打破这一格局。”

——莱绅通灵董事长 沈东军

作为比利时国宝级珠宝品牌，创立于1855
年的Leysen不仅与美国的蒂芙尼（1837
年）、法国的卡地亚（1847年）、意大利
的宝格丽（1884年）等世界知名奢侈品牌
同时期诞生，更以其世代相传的精湛珠宝
设计和技艺为比利时王室服务至今，被比
利时王室授予“王室珠宝供应商”称号。

比利时王室珠宝供应商

欧洲王室珠宝首对中国开放加盟
CHINA FOR FRANCHISE

VIP   尊享 加盟莱绅



作为连续十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赞助
伙伴，莱绅通灵拥有丰富的娱乐及
明星资源，已投资现象级大剧《克
拉恋人》等多部影视剧，以品牌植
入的方式增大品牌影响力，直接带
动销售业绩增长；公司频繁举行各
类明星公关活动，提升品牌知名
度，吸引更多消费者。莱绅通灵董
事长沈东军亦是钻石影业董事长，
他投资影视娱乐产业，持续打造珠
宝与娱乐产业联动的生态链。

莱绅通灵拥有兼具王室元素与精湛工艺
的系列化畅销产品，从时尚配搭、婚庆爱
情、馈赠纪念、投资珍藏出发，拥有“王
后”“王室马车”“王室马蹄”“王冠”“蓝色
火焰”“皇家博物馆”“女王”“王室克拉钻”
等系列，全面覆盖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拥
有专利的“蓝色火焰真心钻石”代表比利
时 550 年钻石切工突破，曾作为比利时国
礼赠予中国政府代表团。超级 IP 单品“王
后”系列以欧洲王室符号为设计灵感，彰
显王室品位。“王室马车”“王室马蹄”将
王室文化与时尚个性完美融合，形成独特
品牌标识。“皇家博物馆”“王室克拉钻”
系列甄选克拉钻，打造王室尊贵体验。

作为沪市珠宝IPO第一股，莱绅通灵自创
立之初便致力于打造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不断为加盟商创造品牌竞争优势。如今，
作为比利时王室珠宝供应商，莱绅通灵
不仅拥有164年积淀的卓越设计和精湛工
艺，更将王室元素全面融入旗下的宣传物
料、终端形象及产品设计等各个环节，为
消费者打造全方位、差异化的王室体验，形
成行业无可复制的品牌与产品核心竞争力。

作为国内钻石珠宝业的龙
头，莱绅通灵不仅品牌知

名度高，其产品品质更在市场上拥
有极好的口碑，为之带来了极高的
顾客复购率。随着门店数量的不断
增多，莱绅通灵在全国各地已拥有
过亿的粉丝和忠实的会员。口碑效
应很容易让会员在当地产生裂变式
的指数级增长，新加盟的门店不用
担心粉丝流量缺少的问题。

珠宝+娱乐生态链

深蕴王室品位的产品系列

王室珠宝品牌定位

百万会员，遍布全国

莱绅通灵拥有系统全面的运营管理体系，从开店选址、装修、培训到开店
后的日常运营，都有专业化的团队全程跟进。给予货品、日常运营、人员

培训、市场活动等全方位的支持，确保门店业绩提升。在专业周到的加盟运营
管理体系下，加盟商对莱绅通灵的好感度和支持度都很高。

全程跟进，无忧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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