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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需要拥有梦想

1996 年大学毕业后，赵卉洲来到了当时
时尚动向最为活跃的深圳，了解服装行业的
情况。她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有自己的
服装品牌和专卖店，还有一大群喜欢我品牌
的人，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梦想一旦萌芽，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年
多以后，赵卉洲创办了 EACHWAY 艺之卉。
艺之卉的“艺”，代表着艺术，象征了艺之卉
是一个具有艺术气息的品牌；“卉”，取诸赵

卉洲的“卉”字，“卉”兼有小花小草之意，
象征了恒久悠远、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赵卉
洲希望用自己独特的设计语言让女性活在当
下，让现代女性气质变得更加独立，且不失
女人应有的味道。

赵卉洲认为，鱼的飘逸、灵动与优雅，
最能体现他们想要表达的女性形象。于是，
鱼文化便成了艺之卉的精神图腾。艺之卉以
鱼文化的精神，将全新的健康、清新、自
然、婉约的生活元素，以设计的概念注入到
艺之卉的产品中，将艺之卉“你的气质原来
可以被阅读”的品牌理念，用最前沿、最国
际化、最东方化的服装流行语汇进行了完美
表达。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赵卉洲形成
了成熟而独特的“简约自然、清新优雅、时
尚品位、大气内敛”的设计风格。

艺之卉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原创设计师
女装品牌的代表，多次作为中国品牌代表参
加国际时装周，先后在法国、韩国、波兰、
俄罗斯、中国香港等地举办专场时装发布
会。2015年，赵卉洲携高端定制品牌“HUI-
ZHOU”在米兰时装周上发布个人发布秀

“记忆的空盒子”，成为首位登上米兰时装周
的中国女装设计师。赵卉洲多年前藏在心底
的梦在艺之卉璀璨绽放。

为“第一夫人”们设计“新中装”

2014年11月10日，赵卉洲与其他多位设
计师一起，历时近一年，整合了从纺织面料
到生产工艺的整个服装产业链，为2014APEC
峰会领袖的夫人们设计了礼服。这些礼服既
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尊重各经济体
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女性风韵，展示了时
代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优雅的新东方美学，
代表了中国服装业的最高水平。

赵卉洲认为，APEC 太太团服装应着重
展现当代女性的新风貌，表现出女性的成
熟、优雅之美。而这种成熟之美的气质，可
以用传统、民族和东方的元素去表达。“在
对服装元素的运用上，APEC 服装除了要实
现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表达之外，还要体现出
领袖气质和国民气质的融合。”赵卉洲以彭
丽媛的着装为例介绍说，她穿着的很多带有

东方色彩和民族元素的服装在国际社会受到
很高评价，这不仅代表着人们对东方气质的
理解，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东方优雅女性的
代表。

用整个心在做设计

在今年的深圳时装周上，赵卉洲用“素人”
来演绎了她对城市的情感。她大胆创新今年的
时装秀，抛弃高大上的超模，从全国粉丝中征
集50名粉丝模特来进行走秀。赵卉洲试图以这
样的方式将一种审美主张传达给每一位消费
者：“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能在生活中
被感知的。就像阳光、空气一样能被人所享用，
并感受领悟生活的自然和随性。我希望，这场
时装秀，是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这两年赵卉洲是在米兰理工读时尚管理
的硕士 （MASTER）。期间，她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好的服装一定要跟人有一种沟通
感，好的产品是跟当下生活方式产生的一种
强烈的沟通。只有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才
会走心，才会产生人们真正想要的感觉。

“我现在特别自豪的是，所有穿了艺之卉
的人，都会感到一种幸福，散发一种内在的
自信。内在的自信其实不是一件衣服能给她
的，而是说衣服本身的DNA打动了它，衣服
跟心灵有沟通，内在通
过外在去表现。”赵卉洲
坦言，设计更像是交朋
友，没有什么诀窍，只
是以心换心而已。我是
在用整个心做设计、做
事业，而不仅仅是一门
生意，我是在给品牌赋
予灵魂。

深圳的优势是创新

赵卉洲认为，深圳
最 大 的 优 势 就 是 创 新 ，
整 个 城 市 充 满 了 活 力 ，
这 个 创 新 、 自 由 、 宽
松、包容的土壤比较适
合创业。在这里，设计

师求新求变没有太多的约束。她认为艺之卉
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

赵卉洲说，深圳需要时装周，之前艺之
卉一直在其他城市走秀，有深圳时装周之后
就选择在深圳走。深圳时装周相对于中国其
他地方的时装周来说，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它不是飘在空中，不仅仅是时装流行趋
势和品牌的发布，而是能嫁接商业落地。另
外，深圳时装周起点高，不是从零开始，它嫁
接国际资源，从而使得它标准化、系统化。

“有了深圳时装周，就相当于有了搭台
的，很多的时装品牌来走秀，就有了唱戏
的，人山人海的观众，也就有了看戏的，另
外，还得有吆喝的。深圳时装周能够成功，
在于它借助了新媒体。以前深圳最缺乏的是
媒体资源，现在深圳用新媒体弥补了这种传
统媒体不足的模式。所以，深圳现在搭台
的，唱戏的，看戏的，吆喝的都有了。”赵卉
洲说。

“深圳时装周形式上和国际四大时装周
差距不大，但品牌故事的传递有些距离。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只要能够坚持下
去，就会不断沉淀下来。我们在路上，且
一直在努力之中，未来会越来越好。” 赵
卉洲对深圳时装周和艺之卉品牌的未来充
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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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组建标准联盟 研发创新水平跃升

民营企业“深圳标准”有了升级版
彭魏勋 赵鹏飞

今年一季度，深圳市民营经济增加

值 1623.29亿元，同比增长 11.0%，高

出GDP增速 2.6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占

GDP比重达到 41.8%。同时，深圳民营

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季度深圳

民营经济第二产业实现669.90亿元，同

比增长14.9%；第三产业实现952.79亿

元，增长8.3%。深圳已经充分认识到发

展民营经济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升级的重要性，正努力通过深化改

革和政策落地见效来提振民营企业的投

资信心。

赵卉洲，EACHWAY 艺之卉时

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首席设

计师，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

201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服装核心主创设计师之一，首位

登上米兰时装周的中国女装设计

师。今年3月，赵卉洲获得“南

粤巾帼创新十杰”荣誉称号。

华为腾讯等树立标杆

日前，华为、腾讯分别荣登深圳“十大文化名片”，其
特殊价值和广泛影响力不言而喻。2015年，华为实现销
售收入 3900亿元，成为 ICT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腾讯公
司2016年第一季度总收入为人民币319.95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43%。

“骨子里生长创新血液”的深圳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
高科技企业，把研发新东西看成了自己的“人造卫星”——
深圳强劲的研发动能90%来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如华
为每年投入500亿元搞研发、比亚迪去年投入研发资金32
亿元、柔宇科技研发经费每年达数亿且逐年递增。

2015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46.9%，
连续12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深圳民营企业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6.1万件，占全市的73%。专利影响力惊人的华
为以 21.8万件专利蝉联 2015年度国际专利注册数量第
一名、中兴在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技术领域的基本
专利占全球1/5、柔宇科技短短4年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
300 余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比亚迪技术专利达 12580
件、大疆公司申请专利近千件……

研发能力的提升和技术专利的进步，直接带来了创
新版图的扩展和经济效能的攀升。今年上半年，比亚迪
销售新能源汽车4.6万辆，同比增长120%。大疆公司以新
技术创造消费级无人机新市场，今年预计将突破100亿
元，占全球市场份额七成……

为实现由低水平供给平衡向高水平供给平衡跃升，
深圳积极引导民营骨干企业走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
之路，形成一批带动力大、辐射面广、国际竞争力强的大
企业，培育了 111 家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华为、腾讯、中
兴、比亚迪、万科等大咖，以及柔宇、大疆、研祥、大族激
光等企业，带动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群纷纷加入深圳联
盟：百度在深圳设立了国际总部、阿里巴巴在深圳设立
了国际运营总部、乐视和恒大把总部迁往了深圳、迈瑞
在深圳安了家……深圳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正向现代民
营产业集群转变。

未来一段时间，民营企业将同时面临国内要素成本
结构、国际竞争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民营经济
发展仍将面临用工难、成本高、利润薄、竞争加剧等突出
问题。对此，深圳市经贸信息委郭立民主任表示，民营
经济是深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
变化，深圳将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投资和发展环境，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贯彻落实“放管
服”改革，建好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
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深圳现代化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十多年来蓬勃发展

深圳特区建立前，全市只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
业额不到3万元。1979年后，深圳打开“城门”，积极
引进，紧紧抢抓国家的重大战略机遇，率先在全国建
立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几次深刻的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孕育壮大了大批民营企业。

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早，价格机制在商品和要素资
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公平、公开、公
正特性在这里充分体现，深圳正成为民营创业者的乐
土。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前海蛇
口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驱动下，深圳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深圳民营企业创业创新
活跃度显著提高，在全市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上，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前，深圳民营经济呈现出5大特点：一是成长速度
快。截至2015年底，全市工商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108.3万
家，占企业总数的96％，其中2015年新增民营企业28.7万
家，同比增长36%。二是发展质量好。2015年民营企业上缴
税收3008亿元，约占全市企业上缴税收的45%。

三是创业创新活力强。截至 2015年底，深圳平均
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199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
首位；各类创业创新基地 343 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524 家，其中 80%以上是民营企业；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培育梯队增至1620家。四是上市企业多。截至2015
年底，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128家，首发募集
资金971.15亿元，连续9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新
三板挂牌企业291家，位居大中城市第三。

五是企业梯次结构优。深圳已形成小微企业铺天盖
地、细分龙头快速发展、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局面。截至
2015 年底，深圳拥有 3 万多家创新型企业、国内细分龙
头企业20多个；全市小微企业109.2万家，占企业总量的
97%以上。目前，深圳民营企业诞生了4个世界500强、20
多个中国500强，主营收入超百亿企业60余家。

五大举措促标准升级

近年来，深圳正在打造“深圳标准”，并孕育成长
了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逐渐形成了企业从创立到淘
汰的良性循环机制。特别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
深圳大众创业的势头迅猛，新行业新企业源源不断涌
现，旧的产业、落后企业被市场所淘汰，但深圳的民营
企业始终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以“深圳标准”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主要
采取了5方面措施：一是创新政策。深圳出台《关于加
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法规体系，从放宽投
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各方面强
力支持。2016年市政府又出台有关新政，为减轻民营
企业负担、提升竞争力提供保障，设立了民营及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是优化环境。2015 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首支地方实体基金落户深圳，目前总规模60亿元的实
体基金已正式投入运营。2016年，深圳又被纳入国家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未来几年，深圳将
着力从创业创新基地建设、构建覆盖创业创新全链条
的服务支撑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民营企业
降税减负、突出开放创新强化辐射带动等4个方面来
推进示范建设。

三是创新服务。深圳在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及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市场等方面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民营及中小企业培训3100多位
创新创业“带头人”，平均每年为民营企业培养 1.6万
人次。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深圳已逐步构建了“5+
5”直接和间接融资服务体系，启动民营及中小企业上
市培育工程，开创了国内中小企业发债的先河。

四是创新路径。深圳建设国家超算深圳中心、国
家基因库、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设立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等1283家——这
些创新载体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制定有关规制，设
立2亿元专项资金实施知识产权强市战略，着力优化
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环境，制定实施“互联
网+”和“中国制造2025”深圳行动计划。

五是创新标准。以市场化推进“深圳标准”建设，
深圳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
明公开制度等方式，制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或者国际标准的企业标准。深圳支持民营龙头企业
牵头组建标准联盟，提升知识产权和标准创造能力，
已在战略新兴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领域培育成立了
18家产业标准联盟，如深圳市RFID产业标准联盟凝
聚了远望谷公司、华为、中兴等尖端民营企业。

①

②② ③

比亚迪电动车走出国门比亚迪电动车走出国门

华为产品展示华为产品展示

腾讯大厦腾讯大厦腾讯大厦

赵卉洲与中国顶级面料厂商共同研发APEC面料赵卉洲与中国顶级面料厂商共同研发APEC面料

赵卉洲

●创新名家

中兴通讯生产线中兴通讯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