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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Violet Chachki担任占卜师，与宝
仕奥莎工艺水晶创新产品一起闪亮
登场。

呆滞库存的
第二春
针对工艺水晶呆滞库存的
“焕新计划”创意来袭，
宝仕奥莎与著名的布拉格艺术、
建筑与设计学院联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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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刚告别了令人难忘的2022年。回
顾过去的一年，尽管异常艰难，但我们仍然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这一年全球供应链摇摇欲坠，能源成本急剧攀升，
工艺水晶市场需求却空前爆发，在此情况下，宝仕奥莎在
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同业务伙伴的合作关系。这一年充满着
无数不确定性，给宝仕奥莎配件1700多名员工带来了更多、
更大的考验。员工们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向
公司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答卷。

对于各个行业而言，与可靠的业务伙伴和供应商建立并
维护好合作关系，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对
此，宝仕奥莎将竭尽所能与各业务伙伴和供应商携手合作、
共赢发展。我们长期战略的致胜关键在于尽可能采购本地原
材料。这不仅是基于生态和物流两方面的考量，也是出于对
本地原材料质量的充足信心。关于长期策略的优势和挑战，
将由采购主管Petr Ježek为大家单独介绍。

在本刊中，您可以看到有关于我们最新工艺水晶创新产
品的介绍，包括特邀明星穿戴的应用宝仕奥莎最新颜色工
艺水晶的灵感产品。此外，我们非常自豪地宣布，本季度我
们将推出宝仕奥莎自己的预制工艺水晶烫贴设计系列。该系
列旨在为商业伙伴提供可靠、夺目的优质工艺水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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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配方很复杂，讳莫如深的秘方更是
如此。只有少数值得信赖的员工知道这
些配方——而且每个人只知道其中一部
分，这些有着冗长、复杂的着色剂清单
的配方是玻璃制造商最宝贵的资产。宝
仕奥莎也有其独特的玻璃配方。

从世界上最小的机器切割工艺水晶到跨越数

层楼的巨大照明装置，宝仕奥莎拥有极其多样化

的优质玻璃和工艺水晶产品组合。其一流品质源

于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以宝仕奥莎经典的透明白色为例，无论是将

这批玻璃熔化成尺寸为SS16的平底石还是枝形吊

灯的长藤臂，一旦玻璃完成吹制或冷却、切割和

抛光，其晶莹剔透的质感始终如一。虽然最终效

果别无二致，但不同产品的配方大相径庭。预期

的成品——无论是平底石还是枝形吊灯的长藤

臂——决定了成分的具体比例，这就是使各类产

品实现视觉一致性所需的配方。

色彩专家Květa Sázavová表示：“这些关于

生产过程中后续工序将如何影响玻璃颜色的知识

和诀窍绝非一夜之间就能学会，而是我们数十年

的实验和开发积累的成果，因此每一种配方都是闪耀玻璃的
制作秘方

无价之宝——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玻璃实现无人

能及的奇迹。”

她并没有夸大其词。仅宝仕奥莎的米珠部门

就能够生产800多种不同的玻璃颜色，其中许多

品种在世界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集团最大的部

门宝仕奥莎配件也为宝仕奥莎灯饰生产灯珠，创

造了令人惊叹的25000种形状、尺寸和颜色的产

品组合，所需玻璃配方难以计数。

Květa补充道：“当您意识到这一切并非不

惜一切代价就能获得准确颜色那么简单时，您会

对这种多样性叹为观止。我们不仅要考虑玻璃的

最终用途，例如用于悬挂在移动船舶上的多层枝

形吊灯，或者用于奢华手提包的细节装饰，还必

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所需的冷却温度和每种成

分对环境的影响。”

镉就是一个典范。传统上，红色玻璃的着色

魔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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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实验室

剂——镉（一种化学元素）在惰性状态下是无

害的，但在熔化时（例如在玻璃生产过程中）会

散发出有毒烟雾。2018年，宝仕奥莎推出了红

丝绒色，这是一种不含镉的真红色玻璃，可作

为传统行业标准色调（如红色和浅红色）的替代

品。虽然大多数着色剂对环境无害，但有些着色

剂会面临采购和价格等一系列挑战。例如，黄金

被宝仕奥莎用作玫红、浅玫红和印第安粉红等粉

色色调的主要成分；金和银的组合用于给水莲红

着色。

贵金属（如金和银）的优势在于它们是强着

色剂——这意味着只需要少量就可以为整批产

品着色，但部分金属的着色能力较弱，例如铒或

铈等稀土金属氧化物，而且采购成本也更高。浅

桃红、黄金石英和浅黄金石英需要铒、铈和钛的

组合进行着色；翠绿和冰柠绿等绿色调则需要另

一种稀土金属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当然可以开诚布公、笼统地谈论一些着

色剂，因为它们的许多特性在整个玻璃制造行业

都是众所周知的，”Květa补充道。“然而，精

确的比例才是秘密所在——甚至大多数从事该

行业的人都不了解。坦率地说，这些秘方是不可

替代的。”

“我们不仅要考虑玻璃
的最终用途，还必须考
虑其他因素，例如所需
的冷却温度和每种成分
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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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高端美饰玛系列在光泽和特性方面都是
无可比拟的。它是世界一流的波希米亚砂石的印
证，赋予我们的工艺水晶无与伦比的光泽。美饰
玛系列是当今全球市场上最好的无铅工艺水晶之
一。我们的高纯度晶体™生产工艺保证了卓越的
透明度和亮度，而我们获得专利的金银耐用金属
箔™衬底确保了持久的耐用性和出色的光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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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身衣 House of Canney



 18             19       宝仕奥莎水晶网上衣 Jarda Praha 裤子 Lukáš Krná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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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灵师对那个女孩说

  她沉默地坐着 

霓虹灯下，门牌上写着：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言

 

 星球排列整齐

   黑猫呼噜低语

  只有水晶球中的虚影旋转着

她一言不发

    现在我很清楚

  宇宙的秘密已被揭开

 我的牌从不说谎

   你的未来，注定闪耀

你的
未来
注定闪耀。



 帽子 Lukáš Krnáč



 24             25      紧身胸衣 House of Canney, 手套 Silky Gang 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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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anybody.preciosacomponents.com

@宝仕奥莎配件Preciosa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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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待员工我们对待员工

的方式在很大的方式在很大

程度上诠释了程度上诠释了

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是怎样的

企业。企业。
您 知 道 吗？

宝仕奥莎员工在退休后
仍可前往公司食堂享用 
折扣午餐。如果您探访
其中任何一家食堂，都
能经常看到退休人员在

此聚会，共进午餐。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和利贝雷茨州最
大的雇主，宝仕奥莎提供的不仅仅是
一份工作。我们坚信，在公司内外对
员工福祉的持续投资与我们销售的产
品同等重要，这是宝仕奥莎可立于不
败之地的关键。宝仕奥莎的平均在职
时长为16年。在全国年度最佳雇主评
选中，集团连续位列“利贝雷茨地区
最适合工作的公司”，并在过去10年
间，五次荣登榜首。

除了高于标准的工资和工作环境，
我们还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确保他
们能有效平衡工作与生活。作为该地
区最大的企业之一，宝仕奥莎往往雇
佣同一家庭的多名成员，且经常与年
幼的孩子们成为伙伴。家庭是宝仕奥
莎的核心价值之一，并受到相关福利
的支持，例如非轮班员工的弹性工作
时间、公司资助的免费幼儿园、体育
赛事折扣门票以及年度宝仕奥莎员工
及子女“同乐日”。

此外，宝仕奥莎还为所有员工提
供有补贴的膳食，以及与工作相关的
免费交通，甚至在公司内部配备了宿
舍。集团鼓励高管寻求促进个人和职
业发展的机遇，例如商业研讨会和语
言课程，所有这些均受到宝仕奥莎的
经济支持。此外，集团还拥有数间湖
畔别墅，专供员工使用，并时常举办
员工子女的夏令营活动。

我们对待员工的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诠释了我们是怎
样的企业。

环
保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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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职于宝仕奥莎采购部门1 6年
后，Petr Ježek如今已成为稀有
和昂贵商品（如白银和黄金）
的采购专家。这个头衔可能会
令人倍感诧异，毕竟宝仕奥莎

的产品是玻璃而非珠宝。然而，Petr的工作本身就
充满传奇色彩，更别提大规模生产超过25000种不
同的工艺水晶配件。我们在假期前有幸采访Petr，
共同讨论后疫情时代采购面临的考验和磨难、宝仕
奥莎如何审查其众多供应商以及测试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想了解您和您的团队所采购的材料种类。
您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什么材料最昂贵？什么
材料最重要？
最昂贵的材料（到目前为止）是贵金属。贵金属是
我们最大的成本来源，因为我们的采购量很庞大。
例如，宝仕奥莎仅在本财年上半年就采购了超过13
公斤黄金，主要用作着色剂和金属涂层。我们还购
买了大量的白银——每年大约300公斤，用于制作
银箔。其次是铂金，主要用于辅助产品，例如用于
试验新玻璃配方以及大规模生产某些特定颜色的卸
料装置或铂金熔炉。 

按量计算，每年砂石的采购量是最大的，原因显而
易见，砂石是玻璃制造中最重要的成分。仅宝仕
奥莎配件部门每年就消耗约600吨玻璃砂，所有材
料都是在当地采购的。因为这些材料对生产至关重
要，所以我们必须保证稳定的来源地。任何细微的
变化都可能影响我们产品的质量。不同地方的玻璃
砂含有不同程度的微量矿物质，例如铁。如果我们
改变砂石的来源地，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所有的玻璃
配方，有些砂石甚至不符合要求。因此，砂石是我
们业务的重中之重。

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确保我们
的生产不会因缺乏材料而减慢或受限，尤其是在最
近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这不仅涉及实际玻璃混合物
中使用的原材料，还涉及到生产和维护我们的机器
和工具所需的材料。金刚石粉（基本上是单晶合成

金刚石）或氧化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用
于切割和抛光。另一个例子是在生产过程中用于清
洗半成品的洗涤剂。洗涤剂的技术要求极其严苛，
因为其需要洗掉机械造成的所有杂质，但不能损坏
产品。我们每年要购买数十吨洗涤剂，就像沙子一
样，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生产过程中出现
重大问题。价格只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供
应商的任何变更都需要得到生产和研发部门的批
准。

受疫情影响，加之俄乌战争，欧洲的天然气和电力
价格呈指数级上涨，全球供应链仍在逐步恢复中。
这对采购有何具体影响？
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情况一样，我们注意到价格
全面上涨、交货时间延长、供应量受影响、物流和
运输错综复杂——简直是至暗时刻！供应链尚未
从疫情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又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冲
击。在某些细分市场，尽管许多材料的供应量已经
有所改善，但情况仍然不稳定。有些行业甚至更
糟——例如，自动化和电气部件的交货时间动则
长达45周。由于我们有着严格的质量测试流程，
以及许多供应商的材料可用性变化太快，寻找替代
供应商也并非易事。近期，我们的工作肯定会举步
维艰。当然，我们还受到了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
影响。贵金属和稀土氧化物需要根据每日市场价格
进行买卖——很像证券交易，而今年的市场波动
极大。在过去六个月中，有时波动幅度甚至高达
100%。

实在太艰难了。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您的团队
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最疯狂的例子是铑。铑有着各种用途，例如电镀金
属设置。其价格一夜之间飙升了百分之三四百，所
以我们必须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可能地替换
铑。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铂金熔炉就是铂金和铑的混
合物。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铑的方法，因为即使
是少量的铑，其价格也会比铂金贵得多！研发过程
虽然坎坷，但幸运的是，我们成功了。

采访采购主管
Petr Ježek

宝仕奥莎配件部门的采购主管Petr Ježek负责监督所有采购事项，从钻石粉末到工作服，包罗万象。Petr及其团队
负责定期采购从生产到机器维护所需的成千上万种材料，并且确保高质量交付。

近期，我们的工作肯定会举步维
艰。贵金属和稀土氧化物需要根
据每日市场价格进行买卖，而今
年的市场波动极大。在过去六
个月中，有时波动幅度甚至高达
100%。

如果我们改变砂石的来源地，
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所有的玻璃
配方，有些砂石甚至不符合要
求。因此，砂石是我们业务的

重中之重。

宝仕奥莎的
多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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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很大一部分业务似乎是购买贵金属。它们来自
哪里？手续很复杂吗？
是的。贵金属供应商及其产品均需经过相当标准的
认证流程——这比采购稀土氧化物（例如铈、铒
或镨）更为规范。它们被称为稀土氧化物，因为它
们非常稀有。其中一些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
都买不到，因为中国是唯一拥有天然矿床的国家。
鉴于过去两年的运输问题，我们决定储备一些材
料，以确保即便在交货时间延长的情况下，我们也
有足够的材料维持生产。

宝仕奥莎如何审查供应商？这个过程复杂吗？
我们会对涵盖各方面业务的战略材料供应商进行年
度评估和评级。归类为“战略”的材料属于高度敏
感材料，对我们的生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这些
材料供应商的任何内部变化都保持谨慎的态度。有
时我们会收到稍微便宜一点的材料报价，但在经过
充分测试之前，我们都不会考虑它们。如果我们
需要对任何成分进行变更，必须先咨询生产团队，
或者，如果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
材料都送到研发部进行测试，然后再进行小规模生
产，看看在外观、性能或质量上是否存在任何可检
测到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开始采用来自新
供应商的材料。在审查供应商时，我们会进行全面
审核，其中包括亲自参观工厂，以确保供应商有完
善的质量控制程序。我们还要求提供参考资料，查
看公司的历史并核实其资格认证。

您最喜欢工作的哪方面？
坦白而言，我最喜欢与我共事的所有人。

在审查供应商时，我们会进行全
面审核，其中包括亲自参观工

厂，以确保供应商有完善的质量
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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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艺水晶呆
滞库存的宝仕奥
莎“焕新计划”
创意来袭，宝仕
奥莎与著名的布
拉格艺术、建筑
与设计学院联
袂合作。

奢华的面料、鸟羽毛，再加上现在的波希
米亚工艺水晶，这些原本只能在欧洲最知名
时装公司的收藏室和陈列室里看到的材料，
布拉格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捷克语缩写
为“UMPRUM”）时装设计系的学生却可以
轻松接触得到。

时 装 设 计 系 负 责 人 、 U M P R U M 校 友
Miroslav Sabo表示：“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本次合作的巨大优势在于能让他们轻松接触到
到各式各样的高质量工艺水晶配件，

呆 滞 库 存 的呆 滞 库 存 的
第 二 春第 二 春

Photos Milan Moš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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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春呆
滞

库
存

的

 第二春
呆

滞
库

存
的

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而且能让他
们在技术应用和高端装饰方面获得宝贵的实
践经验。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高端配饰往
往成本高昂，无法轻易触及。”

虽然定价和商业计划等实用技能是学校课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校教育最关键是要
培养个人技能和对行业未来的思考，这样才
能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拥抱明天的希望

UMPRUM的学生Jan Smejkal表示： “
我们的工作偏向实验性质，规模不大，因
此，宝仕奥莎焕新计划的工艺水晶对于我
们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而且我觉得闪闪
发光的宝仕奥莎工艺水晶是服装设计的关
键元素之一，可以将我们的服装系列提升
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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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现
实
主
义
光
泽多色性镀膜

可供应平底石美饰玛及VIVA 12®

应大众需求回归，多色性镀膜蓝光、紫光和七彩可
以自然地散射出不同的色彩，使其成为闪耀、多色
光泽产品的理想之选。



The Blonds 
ss 2023

The Blonds 2023春夏新品发布会依
旧金光闪闪，璀璨非常，当Saucy 

Santana穿着由爪链装饰的战袍惊艳
登场，直接把这场秀推到了高潮。这
场秀众星云集，模特和活动家Munroe 
Bergdorf、美妆网红Nikita Dragun和
R&B艺术家Cassie穿戴着宝仕奥莎工艺
水晶装饰的服装和配饰，优雅地走在T
台上，赚足了回头率。秀场上最引人注
目的是一件印着由金色蒙地卡罗工艺水
晶拼成的The Blonds标志的黑色迷你

裙，以及一件布满牛仔蓝工艺水晶的连
体衣。

T台上的 
工艺水晶
T台上的 
工艺水晶

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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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en
ss 2023

作为上海时尚界最热门的时装秀，
Windowsen 2023春夏系列“THE 

REINCARNATION OF MX 
RIDICULOUS”始终屹立于时尚潮流尖
端。Windowsen创意总监李森森以科技
和未来世界为主题，展现了高超的结构
设计造诣，搭配使用数万颗手工镶嵌的
宝仕奥莎工艺水晶，使整个系列焕发生
机与活力。这一系列包罗万象，从镶嵌
工艺水晶的长角天鹅绒帽衫到多款印着
定制工艺水晶Logo的超大号鱼尾裙，应

有尽有。
Bibhu 

Mohapatra
ss 2023

Bibhu Mohapatra是时尚界公认的细节
大师。Bibhu Mohapatra 2023春夏系列
专注于高级定制服装，而非成衣。华丽
的面料搭配精致的宝仕奥莎工艺水晶、
爪链和水晶珠，在T台上熠熠生辉，既

精致有型，又俏皮可爱。

Photos c/o Windowsen



宝仕奥莎作为全球领先的工艺水晶产品制造商，建立在几个世纪的
玻璃制造传统和创新的基础上。从世界上最小切面的平底石，到高
端的定制灯饰装置，宝仕奥莎从自己独特的历史遗产中寻找灵感，
并带来精心制作的波希米亚工艺水晶。宝仕奥莎集团在欧洲、北美
洲和亚洲设有办事处，每天融化约40吨玻璃。

宝仕奥莎集团
总部

Opletalova 3197/17
46601 Jablonec nad Nisou

Czech Republic

布拉格
Work Lounge at Forum Karlin

Pernerova 51
18600 Praha 8

Czech Republic

迪拜
GB-7/RA-8, Jebel Ali Free Zone

P.O. Box 18185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香港
Unit 2306-2308, Enterprise Square 2

3 Sheung Yuet Rd, Kowloon Bay
Hong Kong S.A.R., China

东莞
Dayuling Road 

Wen Tang Industrial Zone, Dongcheng 
523121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广州 
Room 2009, Goldlion Digital Network Center 

No. 138, Tiyu Road East, Tianhe 
510000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义乌
Room 8312,3/F, No. 1399, North Chouzhou Rd 

322000 Yiw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首尔
Rom No. 921, New Hainam Bldg. 64 

Sejong-daero, Jung-gu 
04526 Seoul
South Korea



SA
P 

47
46

5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