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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特有的制纱和预应力技术，
使得面料更加平整和柔软。

汉德集团为商羽集团旗下主营为遮阳业务的集团公司，于2015年从亨特集团手中收购，拥有“尚莱狮
”和“柔景”品牌，分别作为其遮阳材料和遮阳解决方案的品牌。
作为一家专注于解决建筑遮阳节能系统的专业集成商，同时也是一家运用科技与艺术的手段，为建筑
和家居提供极富科技感的定制型窗饰产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汉德致力于通过建筑遮阳来改善人们生
活和工作的环境，在不经意间达到明与暗，冷与热，空间与空间，城市和自然的平衡。
“掌控光与热，为绿色生活”是汉德人的愿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汉德人的脚步起源于世界著名的窗
饰遮阳企业，而公司的使命就是在窗饰遮阳行业创造出一个比肩世界的中国企业。
HanDe Group is a subsidiary of Sununion Group, who is mainly engaged in window covering business, HanDe was acquired
from Hunter Douglas Group in 2015 and owns the Brand of “Sunesse” and “Rollergy”, for his sun shading material and
ﬁnished blind brand perceptively.As a professional integrator focusing on building shading and energy saving system, as
well a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enterprise using technology and designing to provide customized window covering
products, HanDe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hrough sun shading, and inadvertently achieving balance between light and dark, cold and hot, space and space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city and nature.“Play
light and temperature, for green life” is the vision of HanDers. The footsteps of handers originated from the world-famous
window covering enterprise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company is to create a comparable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world in
window cov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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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汉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永顺大道摇田河大街161号
联系方式： 18868611310

网址:www.sune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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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info@handegroup.com.cn

因为新冠疫情，第五届环球花园生

活节延迟了一年与大家相见，这一年我
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停步，并结合企业当

下需求调整活动内容。本届环球花园生
活节以印尼为主宾国，以“设计·家·自

然”为主题，通过汇聚全国各地知名设

计师的新能量，融入历史悠久的印尼文
化元素，并结合户外新型材料的运用，
旨在为观众打造自然舒适的户外花园生

活。与此同时，在展会期间我们还策划

心向阳光 定会美好

了系列活动，如协会和广州酷设联合打
造的“千人仟椅”活动，既有往期作品

的成果展，也将有许多优秀的设计师、
建筑师和五大院校设计专业的师生相聚

于此，用手中的笔，现场描绘出心中的
理想作品。此外，为了更好地助力企业

海外品牌和渠道的建立，我们与深圳赛
文思共同举办户外家具品牌出海营销论

坛，并发布《2021 户外家具品牌出海

营销报告》，我们也紧跟新媒体的发
展，尤其是随着抖音和直播的盛行，邀

请专业人士，举办户外家具如何借力新
媒体推广的讲座。也有造园行业专业平
台——花园集打造的造园大讲堂和陈万

里主导的岭南田园生活美学空间论坛
等，所有活动精心安排，只为每一个户
外企业和户外人量身定制。

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爆发之初正值中国农历新

年，大家还在喜悦中，很快又面临恐慌和忐忑，尤其是当疫情

回顾环球花园生活节走过的这几年，一

从局部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而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切都历历在目，从第一届起，我们经历过懵懂、

又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企业既要面临第一阶段的开工难，又要

迷茫、成熟、淡定以及现在的自信，一路走

面临第二阶段订单大面积叫停和取消的尴尬，对此有些企业

来有苦也有累，但伴随我们的始终是那颗不

和个人都表现出很悲观的状态，总担心随时可能倒闭和失业。

变的初心和一种对户外炽热的情怀。作为创

但也有些企业主看得非常远，即便当国外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会秘书长，亲身经历的不只是环球花园生活

依然积极应对并提早购买原材料，他们始终相信，所有的困难

节成长的“阵痛”，回顾协会 7 年来的发展

都是暂时的，并且他们甚至提早预感到不久订单可能会增长，

历程，一路走来又何尝没有经历过内心的挣

届时原材料也会跟着上涨，事实证明这些“阳光”的人预言的

扎和苦楚，无数次想放弃却又无数次的坚持

都正确，他们同时也赚到了一波市场的利润和原材料上涨的利

下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对户外的挚爱和情

润。

怀，因为我始终坚信心向阳光，定会美好。

今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全世

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原材料、汇
率的波动，市场模式的大变局，人工成本的
上涨，也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是无

论当下企业多难，我们始终相信，心向阳光，
定会美好。无论是疫苗带给全世界的希望，

还是人们越来越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因为有
阳光的地方，就有户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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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ONE 发布 2021 年度色！亮丽黄和极致灰

美国零售业：2021 年或迎来新一批破产潮，
目前已关闭 8000 家！

在 2020 年之前，美国零售

近 日，权 威 色 彩 机

构 潘 通 Pantone 公 布 了

2021 年 的 年 度 代 表 色：
极

致

灰（PANTONE 17-

丽

黄（PANTONE 13-0647

5104 Ultimate Gray）和 亮
Illuminating）。

色情绪的色彩。既坚实可靠

Ultimate Gray（ 终 极 灰）则

Illuminating（ 明 亮 黄）的 搭

5104 Ultimate Gray（ 终 极

永 恒、坚 实 的 基 础。正 如 沙

望不同的声音被看见、被认

又 温 暖 乐 观，PANTONE 17灰 ） 和 PANTONE 13-0647
PA N T O N E 1 3 - 0 6 4 7

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元素之

像是一种充满太阳能量的温

接表达 2021 潘通年度代表

自然风化的外观，突显了经

合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Illuminating（ 明 亮 黄）是 一

间的相互支持，是最能够直

滩上鹅卵石的颜色和其经

Illuminating（ 明 亮 黄）的 结

在官方介绍中提到，潘

通认为这 2 种独立的颜色

是坚实可靠的象征，是一个

暖色彩。

而 PANTONE 17-5104

可和被听到的精神。

颜色与洞察力，创新和

受 时 间 考 验 的 自 然 元 素，

直觉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智慧

平静给人予沉着、稳重和坚

推动着我们朝着全新的思维

Ultimate Gray（ 终 极 灰）的

种明亮欢快的黄色，
充满活力，

配彰显了我们与生俱来那希

韧不拔的感受。

PA N T O N E 1 7 - 5 1 0 4

Ultimate Gray（ 终 极 灰 ）
和 PA N TO N E 1 3 - 0 6 4 7

和经验的尊重激发了再生，
方式和概念前进。

综合整理于网络

业就已经处于转型之中。只不

过，新冠疫情的到来，加速了
这一转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们的购物方式和地点，并波
及到更广泛的经济范围。

实体零售惨淡导致大批小企业倒闭

从 2020 年破产企业的名单来看，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

美联储 2020 年 12 月 16 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期，

够对新冠疫情催生的经济衰退免疫。零售商 J.C. Penney、

预计 2021 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 4.2%，较此前预测上调 0.2

营商 CBL & Associates Properties，互联网提供商 Frontier

方面，预计今年美国通货膨胀率或仅为 1.2%，仍低于美联储

Neiman Marcus 和 J.Crew，汽车租赁巨头赫兹，购物中心运

Communications， 油 田 服 务 提 供 商 Superior Energy
services 以及医院运营商 Quorum Health，都在破产企业名

个百分点。美联储还预计，今年美国失业率将达 6.7%。物价
设定的 2% 通胀目标。

美国劳工部 12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单之中。

12 月 12 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至 88.5 万。自 11

查显示，预期未来 6 个月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主只有 8%。美

济活动实施限制，导致不少企业再次关停，失业人数再度攀升。

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12 月发布的小企业调

国智库 Opportunity Insights 的计算则表明，截至 12 月 9 日，
美国小企业的营收和 2020 年 1 月相比暴跌了 31.9%。
小企业和零售巨头冰火两重天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2020 年 12 月 26 日报道，

相较于实体店，北美消费者更加青睐网上购物。报道称，在
2020 年的美国圣诞购物季，许多美国人放弃实体店，而选择
了电商平台。根据追踪消费者支出的公司提供的早期销售数
据，偏重家居产品和食品而非服装的购物趋势仍在继续。

报告特别指出，如果零售商能为消费者提供网购和店内

取货服务，以及免接触式支付等购物选择，将对其销售额起到
关键作用。相比之下，较小的零售商、更依赖服装销售的零售
商或者在疫情前就已经在财务上陷入困境的零售商在这个购
物季境况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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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2021 或将有新一批破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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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以来，美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重新颁布“居家令”或对经
疫情还加速了美国零售企业的破产，更多人面临失业。

来源：焦点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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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Parc de la Distance”公园

盘点后疫情时代
那些治愈人的创意好设计！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危机，在打乱人们生活的同

风暴洪流之中产生了全新的思考与认知，设计出新的生存方

时也引发了无数的思考。世界发生过无数的疫情，疫情又催生

式，它们不仅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更是使生活变得更便捷！

了无数的改变，人类在疫情里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

小编收集了一些近几个月来，各国设计师对疫情之下设

普通大众思考着如何自我防护的同时，设计界正在这场

计的创意想法，希望能够给同学们带来新的设计灵感。

01 Studio 5•5 海浪

奥地利 Precht 工作室设计了一座

迷宫般的公园，中间由环绕的树篱分隔

开，这座名为“Parc de la Distance”

的距离公园将社交距离纳入了考量范围
内，并以人类的指纹为原型进行空间的
组织。

05 SerresSéparées 用餐舱

在这个独立且私密的“隔离式”温室，人们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重聚并户外用餐。

尽管温室是全透明的，但是它被命名为 “Chambre séparée”，暗示着用餐者的亲
密关系。

目前，这种用餐隔间只开放给在一起生活的人们。

如今疫情还处在最关键的非常时期，这段时间里，
“Social

Distance 安全距离”成为生活中的高频词。

当前的巴黎街头，随处可见由创意工作室 Studio 5•5 设计的

“海浪”，蓝色或白色波浪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期待，
也时刻提醒着人们“一米就是爱你的距离”。

06 英国新型帐篷教室

英国工作室 Curl la Tourelle Head

为帐篷教室设计了一个概念，可以让学
生在返回学校时保持的安全社交距离。

02 社交隔离毯 & 白色圆圈

纽约为了让市民们出行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可谓是操碎

了心。多米诺公园的草地上竟然出现了“人类停车位”，大约

有 30 个对称排列的圆圈，每个圆圈的直径为 2.4 米，出行的
人待在指定的圈内，就可以达到保持社交距离的目的。

03 Rimbin 儿童游乐场

柏林的设计师 Martin Binder 和 Claudio Rimmele 设计

这既能帮助释放现在的学校内部空间，
又能减轻社交空间中学生们的压力。

了一个“无感染”的概念运动场，孩子们可以在病毒肆虐期间
不受影响地玩耍。

在这里，每个孩子可以拥有自己的游戏平台，通过单独

的路径进入后，他们可以从安全距离里看到彼此，并通过空心
管交流，有没有很神奇！

07 一体式就餐桌椅

虽然灾难会带给我们痛苦与无奈，

目前，捷克布尔诺的街道上，每个

同时也会引发我们的思考与反思，相信

包含 3 个座位，而且是不可移动的一体

为人们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空间，

安全区都配备了一个就餐区。每个餐桌

在设计师们的不断思考灵感碰撞之下，

式结构，既安全又美观，并且由可以经

未来的城市和生活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常消毒和清洁的材料制成，亮丽的黄色

综合整理于网络

也为街道增添了一些生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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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以假乱真的原生态家具 Design by Nature

VONDOM 无与伦比
的玩味混搭家具

成立于 1952 年的意大利知名家具品牌 Moroso 被誉为家

具界的高级订制，一直是国际巨星的家居宠儿。2020 年 12 月，
瑞典设计公司 Front 携手 Moroso 打造了一个名为“Design
by Nature”的原生态风格家具系列。

该系列采用了三维扫描、铣削加工、编织等技术及工艺

制作而成，每件作品在设计过程中均参考了大自然中的野生形

西班牙家具品牌 Vondom，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

态。因此，在该系列所包含的 6 件坐具中，你能发现许多来

高级时尚花器、户外家居为一体的知名品牌，独具匠心的简约

自户外野生环境的元素，譬如树枝、岩石、青苔、海藻等等。

设计以及创新的生产技术，让每一个件产品都独具风格。

在创作这些作品之前，设计师们对不同的岩石景观和海

VONDOM 严格挑选特殊优质环保材料，纯粹欧洲独具匠

边景色进行拍摄和三维扫描，有时还会进行手绘草图，接着再

心的简约设计以及创新的生产技术，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其产品

利用这些图像构建出数字化的家具模型。随后，设计师利用铣

无与伦比的品味和个性风格，和谐的设计潮流，散发地中海之

床生产出具有相应岩石形状或海浪形状的木制家具，最后再用

热情奔放，浪漫生活和自然情调。

带有原生态风格图案的纺织面料覆盖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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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角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ajio
墨西哥传统藤制家具

总部位于墨西哥的公司 balsa 与设计师 christian vivanco

合作，展示了由手工藤制家具组成的“ bajio”系列。该系列

从作为庇护所或记忆来源的居家概念中汲取了影响，并打算创
造一系列表达当地传统，诚实和熟悉价值的椅子、凳子、桌子
和其他物品。

balsa 的第一个系列“ bajio”都是手工制作的，使用的

FIM Umbrella
为您打造新型宜居的户外空间

是蒸汽成型的天然藤条，并遵循了几代工匠获得的传统技术和
知识。实际上，对于 bajio 而言，vivanco 与天然纤维专家的

工匠家族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使用的是可能消失的传统技术。

该系列包括 8 种不同的设计，共 17 种尺寸。透明度，亮度，

结构和简单性等概念定义了该系列的标识和美学，提供了独特
而永恒的家具，并受到墨西哥传统和融合的明显影响。

来源设计邦

FIM 遮阳伞的设计和生产将传统与现代技术工艺相结合。

选用创新型优质原材料，伞结构采用优质硬木，不锈钢和铝材，
伞盖采用技术先进且防水性能上佳的高等腈纶面料，充分满足
户外生活方式的需求。

FIM 拥有遍布全球 40 个国家的分销网络，把 100% 意大

利制造的遮阳产品出口至全球各地。在颜色方面，FIM 能提供
60 多种颜色以满足定制客户的不同品味和风格。

如今，遮阳伞不再只是一种遮阳工具，更成为户外家具

的一部分。FIM 遮阳伞采用现代化的线型设计，注重打造遮阳
伞与空间相契合的特性。

FIM 的产品设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FIM 使用优质耐用

性原材料和长效产品，产品非常耐用，结实且易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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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产品
Prospective Product

色彩缤纷的家具打造沉浸式色彩走廊
被称为 walala 休息室的步行街遍布着商店和咖啡馆，成

充当摇椅的户外秋千

为人们在英国首都市中心聊天和放松的地方。卡米尔用生动的
色调和形状在 walala 构建了一套大胆的户外家具。

walala 休息室包括 10 个具有巨大几何比例的雕塑长椅。

这些设计由拉丝钢和 MDF 制成，可区分出各种无法预测的长

Outdoor Swing

方体，圆柱体和拱形，每种均具有随机的转弯颜色。一些雕塑

坐落在地毯状的基座上，而另一些则配有独立式或完全集成的
花槽。（来源：设计邦）
秋千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此款秋千采用简单圆形，由模

压的橡木胶合板制成，表面涂有清漆。用带有登山扣孔的不锈

钢支架，很好地融入于户外阳台、家庭露台和花园的休闲生

Colorful Furniture
Reshapes Immersive
Corridor of Color

活中。设计师 Iwona Kosicka 经常在空闲时间与大自然相处，
创建了此款舒适的摇椅秋千 SWING.（来源：设计邦）

Called the walala lounge, the fully pedestrian street – lined
with shops and cafes – becomes a place for people to chat
and relax while in the center of the British capital. Design
Camille use vivid color and dissilient shape architect‘immersive
corridor of color’.
The walala lounge comprises 10 sculptural benches in
monumental geometric proportions. Made from brushed steel
and MDF, the designs distinguish an unpredictable array of
cuboid, cylinders and arches, each with equally as random
head-turning colors. Some of the sculptures sit on rug-like
bases while others are accompanied by free-standing or fully
integrated planters. Last but not least, a series of oversized,
colorful flags string across south molton street like bunting.

Swing is really suitable for outdoor sport. This swing use
simple circle and make by oak plywood which polished by
varnish on surface. The Stainless steel mount with carabiner
hole, make swing better blend in patio, balcony and garden.
Designer Iwona Kosicka always stay in nature and create this
suitable”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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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产品
Prospective Product

设计师 Elisa Strozyk 用她巧妙的思维和鬼斧神工的技巧，设计出了这款玻璃编织吊灯。

为了能够将玻璃用以编织，需要先在窑炉中锻造有色玻璃条，以允许不同的玻璃相互交叠后，
再对他们进行重新的编织、锻造。经过锻造的玻璃拥有特殊的表面，这些表面的叠加也形成
了奇妙的纹理。

彩色玻璃以及玻璃纹理映射在地面上，彩色美妙的光斑就此生成。再搭配上黄铜制作

的灯具框架，整体色彩高贵、轻奢又优雅，是一件美妙得不可方物的室内艺术品。（来源：
77°全球家居新媒体）

玻璃编织的吊灯
Glass Knit Ceiling
Lamp
Designer Elisa Strozyk create glass knit

孔雀风格的视觉艺术家具

ceiling lamp by through clever thinking and
mature technique. In order to use glass into
Knitting, first, Elisa Strozyk need to forge
color glass strip in furnace. Then re-knit and
forge again. After special surface treatment

Peacock-style Furniture

of glass strip, they will form remarkable
texture.
When color glass and glass texture reflect
on the floor, colorful light spot come. Then
take brass light frame as mating, the light
become elegant, Luxurious and noble.

Artist and designer Marc Ange draws inspiration from the
beauty of a peacock in his capsule collection for visionnaire.
Debuting at the brand’s showroom during design Miami
and Miami Art Week 2019. ‘The garden of beauty’ exhibit
features two different chair styles with backrests that echo the
plumage of the bird.
The collection, called ‘il pavone’, pays homage to the ‘bestiary’
of the ancient world with model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the
peacock. It uses 70s vintage inspired camel leather, vibrant
blue and green custom visionnaire fabrics, and brass coated
in regal bronze plating. The armchairs shares the same fabrics
seen in the throne, but with a more functional silhouette for
domestic use.

“根”家具系列，让爱与自然融合

'Roots' Furniture Series
Fuse Love and Nature

furf 设计工作室提供了一系列名为“ roots” 的家具，旨在

提高人们对亚马逊热带雨林近期森林砍伐的认识。该系列包括三

件，每件都利用绳索形成家具的主要结构。然后将抛光金属固定

在天花板上，以使家具在架子和长凳上都达到无限的视觉效果。
散布在地板上的绳索意在代表根，可以自由地与集合中的其他元
素结合并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

绳索结构在拆卸时非常紧凑，可以小包装交付，并减少了国

内和国际物流对环境的影响。从本质上讲，该项目使用树木的象
征意义，旨在使我们更接近自然并提高人们对亚马逊森林砍伐的

艺术家和设计师马克·安格（marc ange）从孔雀的美中

破坏性影响的认识。（来源：设计邦）

汲取灵感，并在他的视觉胶囊系列中使用了孔雀。在 2019 年

迈阿密设计周和迈阿密艺术周期间，“美丽的花园”展览以两

Furf design studio presents a collection of furniture titled ‘roots’,

种不同的椅子风格和靠背与鸟的羽毛相呼应。

which aim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recent deforestation in the

该系列名为“ il pavone”，以孔雀的形象为原型，向古

代世界的“兽人”致敬。采用了 70 年代复古风格的骆驼皮革，
充满活力的蓝色和绿色定制视线织物，以及涂有富丽堂皇的青
铜镀层的黄铜 , 让产品更加实用。（来源：设计邦）

amazon rainforest. The series comprises of three pieces, which
each utilize ropes to form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the furniture.
Polished metals are then fixed to the ceiling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the furniture reaching infinity, both on the shelf and bench.
The ropes scattered around the floor intend to represent roots,
free to bond with other elements of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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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精品秀
Garden Life Boutique

恩得
Onda

爱慕
HUG

ONDA 设 计 灵 感 来 源 于 动 感 的 海 浪，

其被赋予了来自于大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
将 海 浪 的 动 态、 优 雅、 纯 真 及 其 被 冲 出 后

形成的空间形态，并巧妙地融入于各种环境

深沉的爱意，是默默无闻的，是深邃宽厚的。圆弧型框架，

之 中。 采 用 奢 华 的 法 拉 利 豪 车 结 构 原 理，

超厚坐垫，柔软舒适，如爱人的拥抱一样安全温暖；编绳设计

6mm 铝板整体成型和无缝焊接 +TIGER 牌喷

的靠背扶手，提升触感与视觉美感，微斜角度更符合人体需求。

粉 + 纯天然游艇级缅甸柚木，加上高端进口

爱慕无论放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亲

SUNBRELLA 布艺等顶级环保用材的完美搭

人一起享受空闲时光，厚实的坐垫让你不再感到孤单，精美的

配。同时，超厚快干棉异形切割，体现完美

布料搭配独特的纤维，立即传达出幸福感。

形态，餐桌台面采用豪华游艇夹板工艺，满
足全天候的户外条件。

Being conceived for the outdoor, the Pininfarina design team took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dynamism, elegance and purity of the ocean waves, the empty space
that is created when a wave is broken, resulting in to a hollow or tube wave
(Onda in Italian). The heart of the collection is the structure, an aluminum band
sustaining the cushions and becoming the iconic element of the whole Collection.
Characterized by fluid lines - as the ones of the wave - the band beyond being an
aesthetic element becomes also a functional element, a rigid armrest that can be
used to lean objects. The choice of the materials come from the Pininfarina 360°
design experience: the aluminum – coming from the car sector - for the structure ,
the fabrics – used in the yachts for its resistance – for the cushions. The collection
is composed by a modular sofa, and a coffee table which offers multiple options to
consumers.“We have looked at the magic of nature to give life to Onda which is
distinc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able to be integrat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echnology and know-how coming from different sectors make it really unique”
affirms Paolo Pininfarina, Pininfarina Chairman.

Indoor meets outdoor with HUG, at the very first sight you
already feel comfortable and ready to enjoy free time with
your loved ones or…why not alone! Finely dressed with
unique fibres HUG conveys an immediate sense of happiness
just waiting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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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精品秀
Garden Life Boutique

吹奏
Blow

九度
Nine Degrees

Blow 系列产品，寓意新生向上的新一代开启，外观设计

的宏大质感，起伏的线条，撞色的拼搭，给人一种激情昂扬

的动力。使用 Sunbrella dicksof -constant 高品质的新款面料，
展示了夏季清新风格的混搭设计感。色彩上的愉悦感，以及
产品本身的舒适度，这是一个完美的产品升级代表。

For connecting two worlds Divano lounge went into the mind
of the new age generation. With a blending of summer yet
high end colors of Sunbrella Dickson-constant new color
collection the looks of the blow set is what we called new
age luxury. With the blow set we connecting out and indoor
worlds into a master piece collection. The luxury touch of color
and without a symmetry the blow set is the perfectly upgrade
for any out- or indoo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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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精品秀
Garden Life Boutique

铝合金电动篷
Pergala
Aluminum
Structure

马特
Matt

电动遮阳篷是近几年最受青睐的户外空间拓展方案，适

合用于庭院，别墅花园、露台、餐厅、酒吧，酒店等场景。

我们通过特制的电机随铝制轨道伸缩移动，打开时可让客户
感受大自然的阳光与空气，闭合后可以 100% 防水并有效遮

挡阳光。户外遮阳与家具的完美搭配，可以打造智能时尚的
户外庭院生活，成为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Motorized pergola is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s to
optimize outdoor space, it
is widely used for garden,
villa, balcony, outdoor

With the market competi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restaurant, bar, and hotel.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仿藤材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We use tubular motor to

家具，装饰市场，工艺品市场，灯饰市场，建材市场均能看到

open and retract the pergola
roof, people can enjoy the
is 100% water proof when

Morever, because of high simulation and nice hand feeling,

院与各种户外场景中，烘托出一个浪漫的氛围，让人身心得以

The series of Matt lighting used of rough wooden rattan and

放松。

close. It is perfect match to
the outdoor furniture.

decoration artificial, lighting, architecture market also blend in.

其身影。仿藤材料因仿真度好，手感佳等特点越来越受欢迎。
马特系列结合粗犷的木材与麻绳，做成灯具，装点于庭

sunshine when it is open. It

imitation rattan material no longer limited in furniture,

imitation rattan material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hemp rope. It can decorate in garden and all kinds of outdoor
scenes, which can build a charming environment, make people
relex.

— 30 —

— 31 —

庭院生活
Garden Life

脚步错过的春天，用美食补回来！
If You Miss Spring, Gourmet Instead!

这样的露天木平台，美呆了！
Such a Beautiful
Outdoor Wooden Platform!
如此棒的材料用于庭院设计中便成了户外活动场所的最佳

选择，泳池平台、露台、户外厨房、休闲区等都可以运用它
达到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 。

休憩平台是院子中最适合休闲娱乐的地方，而木材的温

润，也使得休息区更加舒适温馨。闲暇时光，邀三五好友，喝茶、
The rest platform is the most suitable place in garden.
Especially the warmth of wooden, which make rest platform
become more comfort. Wooden platform can be part of
the front or back yards. Also, it can be the extension part of
house living space. Moreover, it also can be the most viewing
platform for large structure.

如果你的院子足够大，大可在院子里打造一个户外厨房，将嵌入式烤炉直接搬

到户外厨房中，在春日的美景中尽情施展你的厨艺，也能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其中，
享受美食制作的快乐。

户外烧烤大 Party 中，牛扒、披萨、肉串这些颇受欢迎的食物该如何烹饪呢？

如果你有一款专业烘烤披萨亦能高温烧烤牛扒的燃气或炭烧烤炉，这些问题都可以
迎刃而解，不仅干净方便，而且体积小巧方便，不占据空间，可以与三五好友畅谈
交流，增进感情，更能将错过的春天，用美食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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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ring garden, there are
comfortable outdoor furniture,
sunshade, vivid plant and flower
combine into a beautiful scenery.
Let’s invite several friends to open an
outdoor BBQ party, make the normal
living life more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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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聊天。也可以享受难得的安静，看看书或陪陪孩子。

即使是处于放空状态，发发呆，赏赏庭院小景，也是一种享受。
木平台可以是前庭后院景观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房子

扩展生活的空间，还可以是大型构筑物的最佳观景平台。

庭院生活
Garden Life

一方阳台，目之所及皆风景
Balcony The Scenery As See

阳台，作为连接外界与内部的

一个空间。不仅仅是家延伸出来的

一个地方，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细心装扮过的阳台，也许就是最好
的风景。一个充满浓浓自然气息的
阳台，让人们既能在阳台上沐浴阳
光的温暖，尽享生活中片刻的惬意

时光，也可以品一盏香茗，在阳台
绿色中感受心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Balcony, as the link space of indoor and outdoor, is not
only an extension of home, but also a life attitude. Seriously
decorated balcony is probably the best scene. A fully nature
balcony can make people feel warm from sunshine, enjoy life
nice time. Moreover, people can feel a taste fragrant tea and
closely contact with green in balcony.

图片由酷设阳台、好花园、
格利扣、华舍家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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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生活
Log Cabin Life

木屋，让生活回归自然

Log Cabin , Make Life Back to Nature
木屋，作为流传数千年的人类居所，它承载着的不单是人类原始的居住情结，更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纽带，

是自然的馈赠，也是自然无声的语言。

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拥有一座特色的小木屋，让它成为你的一方谧境，悠享水光山色，微风摇曳，涟漪

圈圈，如梦似幻，不知不觉便能静坐一个上午。晌午热浪滚滚，在屋檐下轻摇蒲扇、品茗赏花，避开暑气侵袭。
待到暮色下沉时，沿水岸边的木栈道散步，陪伴家人看弯月初升，柔美月色渐渐照亮黑夜。

晚上，数着漫天星辰，闻着木头独有的香味入梦，一天山水田园的生活就是你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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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cabin is a traditional human
house. It carries not only the emotion
of original human living, but also the
bridge of human and nature. Log cabin
is present from nature and the silence
of human language.
In the bosom of nature, people hope
to have a special little lab cabin, and
make it become secret space of silence,
comfortable, where people can take a
rest for the whole morning. At noon,
when it is hot, people can jiggle leaf
fan, taste tea under lab cabin’s roof to
escape heat wave.
At nightfall , people can walk along
with wooden trestle, appreciate moon
rise with family.
In the evening, under millions stars,
with the special wood scent, you will
fall in sweet dream. The whole day of
landscape countryside life is your poetry
and the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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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Updates of GOFA

新征程 心突破 新未来

协会第三届第二次全体大会圆满结束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Second Plenary of
GOFA Hold Successfully

9 月 28 日下午，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第三届第二次

来一手资料；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嘉鹏户外家具创始人李军，

为主题，从跨境电商、市场趋势及企业家分享等方面，为与会

介绍了在开展跨境电商中应该注意的重点问题，其毫无保留的

全体大会在顺德隆重召开，本次大会以“新征程 心突破 新未来”
的 200 多家会员单位带来了一场知识盛宴。

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会长朱亚东结合 2020 年疫情情

分享，赢得了在场会员代表的阵阵掌声。

张玉荣教授对疫情后的户外家具国际市场趋势及企业布

况，指出疫情后企业家需要不断学习，通过思维的转变，逐

局作了详尽分析；对于传统制造业的突围，常务副会长谢叶松

认真打磨企业产品，提高服务，继而找准企业的产品定位。他

聚焦；格绿朗总经理方桂平结合近几年来自己多次爬雪山挑战

步接受跨境电商，线上销售等新鲜事物，同时需要沉稳心态，

也指出，未来的市场需审慎乐观，希望会员企业通过协会这一
平台，实现抱团取暖，赢得更大的发展。

协会秘书长熊小玲女士率先总结和汇报了协会的年度工

先生用三个“秘诀”，强调户外家具企业如何学会沉淀、学习、
大自然的经历，让大家感受到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需要坚守
的永不放弃的精神，值得大家敬佩和尊敬。

大会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年会作为协会一年

作报告与下年规划，监事长冯晓颖女士也对协会的年度财务情

一度的盛事，通过交流沟通，思想碰撞，为会员企业的发展提

本情况。

开拓新思路，实现自我心突破，继而开启新征程，迎接行业新

况作了报告，让与会的各会员单位更清楚地了解协会运行的基
此次年会，周宁博士演示跨境电商在外贸企业升级转型

上的思考与实践，给优秀的中国出口制造企业走向海外之路带

In the afternoon of 28th Sept. T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Second Plenary of
GOFA opened in Shunde. The Theme is New Journey, Heart Break, New
Future. There are three seminar about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marketing trend and entrepreneur sharing. Both of them brought a rich
knowledge meal for more than 200 memberships.
During anniversary, Doctor Zhou Ning shared the idea and practice about
how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help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meantime, Doctor Zhou Ning bring
first-hand data about how excellent factories develop oversea.
Li Jun, the originator of Golden Eagle outdoor furniture who has rich
experience of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shared important
problem about cross-border trading.
Professor Zhang Yurong made a detail analysis about outdoor furniture
oversea market after Covid-19.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Mr. Xie Yesong, the vice-president of GOFA taught members how to be
subside, learning and focus.
Fang Guiping, the general manage of awning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climbing snow mountain for several years, in order to convey the spirit of
never giving up when you are running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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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企业跨境电商的运行经验，详细地向与会的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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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帮助和启发。同时，也期望此次会议，广大的会员企业可以
未来。

协会动态
Updates of GOFA

广东户外家协 7 周年庆典晚宴
精彩回顾
Wonderful Review of GOFA 7th
Anniversary

9 月 28 日晚，“新征程 心突破 新未来”广东省户外家具

行业协会 7 周年庆典晚宴在顺德精彩上演，200 多名会员企业
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协会 7 周岁生日快乐。

协会会长朱亚东先生致欢迎辞，感谢社会各界对协会的

关心与支持，感谢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迎来了协会的不断发展
壮大，希望未来，大家共同努力，再创新辉煌。

晚宴中，协会战略合作单位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

公司华佳分公司副总经理邓晶晶，就家博会的重新定位做详细
介绍，并期望未来双方合作可以更紧密，共同推动广东户外家
具展区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晚宴在领导们的祝酒声中，开启精彩。期间更有优美节目，

现金抽奖等惊喜不断涌来，让整个晚宴气氛活跃，其乐融融！

In the evening of 28th Sept. GOFA 7th Anniversary Dinner
opened in Shunde.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members got
together to celebrated the 7th birthday of GOFA.
Anniversary dinner began with leader wine. During dinner,
there are some performance and cash draw. The atmosphere
is lively and plea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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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户外家协
七年深谙行业趋势，用前瞻思维让“大象起舞”
GOFA Familiar with Outdoor Industry Trends,
Uses Forward Thinking Make “Elephant Dance”

让“大象起舞”
行业痛点逐个击破

尽管粤企拥有较强大的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但市场上

外家具行业协会第三届第二
次全体会员大会暨七周年庆
典活动在顺德隆重开启。活
动现场，77°全球家居新媒
体独家采访了广东省户外家
具行业协会会长广东藤话故
事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亚东、副会长深圳市好美
佳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玉荣，倾听他們讲述
广东户外家协的发展历程、
后疫情时代广东户外家具行
业的逆势突围之道，与他们
对行业未来发展的独到见
解。

内部要加强管理。

状态。居家出行受到限制，居家类型的户

加大产品的投入和创新；另一方面，企业

譬如，在全行业互联网化的环境下，

产品的追逐的是多样化、多品种、小批量

加速之后，粤企又面临着营销、市场渠道

时跟上的企业引入新的管理机制、提升

等问题。并且，在中美贸易战、产业转移
的“十字路口”
，对未来的定位存在着诸

9 月 28 日，“新征程

需要作出调整，
不能过度依赖线下。
其三，

仍然存在着产品同质化、知识产权纠纷

上的多重挑战。这让不少企业走在发展

心突破 新未来”广东省户

户外家具企业，
一方面要以互联网为中心，

多困惑。由此，朱亚东会长表示，广东户
外家协站在制高点，倾力帮助企业从营

销渠道、
市场，
以及国家倡导
“一带一路”
、
内外循环的调控政策出发，抓住有利机

生产、快速交货，因此，协会建议无法及

内部管理水平，激发公司员工积极性，引

入股权激励、分红激励等各种激励机制，
共担风险，共享利润，让员工参与企业管
理、成本节约、市场开发推广。
“我们必须
走出这一步。
”

当下，我国户外家具行业面临着一

场必然的变革，而广东企业身处改革开

放的前沿地带，一直以来“敢为天下先”。
在朱亚东会长看来，广东户外家具企业
在设计创新、品质打造等方面占据了优

势，并且拥有很强的前瞻性，让其在品
牌意识、产品设计等方面的能力，可与国

际上的优秀设计师、设计团队比肩。这也

造就了疫情下广东户外家具行业强大的

户外家协仍旧非常关心企业的成长和发

力？原因在于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自我突

走出困境。

“为什么说民营企业具备强大的活

破。
”在疫情期间的走访中，朱亚东会长

展，想方设法帮助会员单位在困难时期
在协会的协助之下，企业在线上着

也发现，广东的户外家具行业并没有停

力发展跨境电商；在产品打磨上，企业将

的突围之法。平日里，协会不仅邀请众多

企业潜心研究消费主体，开发出让他们

下脚步，行业企业始终在思考由里而外

专家学者前来为会员企业“上课”
，还与
政府做大量的政策对接，包括国内外市

场的调研、新政策下的贸易商机等，给予

企业相关的信息和指引。
因此，
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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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整合得更加具有竞争力；在市场上，
满意的产品。
“ 无论世界怎么改变，无论

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抓住了我们的消

费主体的心，产品一定会卖得好，行业也
一定能振作发展。
”

长的态势；另外，游轮、公共酒店、餐馆以

及度假村等公共场合的户外家具则大幅
度下跌。在张玉荣教授看来，目前，国内

的户外家具市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

通的线上消费，如电商平台上的户外家
具销售；另一类则是正在欣欣向荣发展
的项目——如楼台、花园的私人定制，存
在很大的潜力。

因此，在居家办公、居家生活趋势渐

显的趋势下，户外家具的消费量增加。广

布局，不能完全捆绑在过去单一的线下

情时代的行业趋势：其一，后疫情时代，

让更多消费者看到并向往新的消费生活，

加以宣传、引导，让各家企业通过差异化

产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转移已经势在必

“我们的企业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地

考虑产品的营销渠道，占领制高点进行

渠道上。
”张玉荣教授也表示，协会必须
避开同质化竞争，让户外家具产品在市
场上显现更特别的风采；倡导户外家具

企业注册自己的品牌、商标和专利产品
等，保护企业的自身利益。

而在疫情之下，张玉荣教授也注

张玉荣教授详细为我们分析了后疫

产业加大转移速度，特别是劳动密集型
行。

其二，
线下市场萎缩，
线上消费火爆。

在长期的居家办公、消费限行下，消费者
的习惯已经改变，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

意到了户外家具行业出现的变化：资

历老、信誉好、创新投入多、营销推广
幅增加；而有一定的资历、创新能力，

生命力。

外家具，如厨房、花园等呈现出爆发性增

调动前瞻思维
抓住机遇疫后生长

会进行突破。

水平高的企业，在疫情下订单仍旧大

疫情之下见真章
粤企迸发强大生命力

疫情下，户外家具行业呈现两极分化的

并且资信较好的企业，它们的订单略

有增长或下跌，能够保持平衡状态。然

而还有一类企业，其订单大幅度下跌，
处境困难。这类企业没有研发团队、核

心竞争力，企业管理水平低、资历浅、
产品简单，没有跟上互联网的步伐，因

此受疫情的打击较大。在这种背景下，
张玉荣教授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化的重
要性。
“互联网化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

逢的好机会，
让我们的小型企业可以
‘大

象起舞’、平等竞争。
”他表示，广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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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户外家具行业协会和业界领头企业，

必须担起引领消费、
创造消费文化的责任，
以此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最后，他认为，
在疫情禁令全面放开后，旅游业恢复，商

用家具领域会出现爆发性的需求增长后

疫情时代下，户外家具领域的同仁们要
抓住机会，做好准备。

协会动态
Updates of GOFA

会员企业
2020 年家具展精彩回顾

Wonderful
Review of 2020
CIFF
Because of COVID-19, many exhibition in
2020 was cancelled or delayed. However,
during July, the situation become stable.
So Chin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Guangzhou). opened. GOFA members
show up in Guangzhou in order to
developed furniture economy after
COVID-19.

2020 年 7 月 27 日，第 45 届中国家博会（广州）在广州

分别在虹桥和浦东展馆隆重开启，家居大咖们齐聚上海，共赴

博览会，协会会员单位德锐、百明、弘历、宏银、华劲、大地

酷设、云格、弘晟、杰美、晋轰、问峰、铸梵、依兰布艺、全

广交会展馆正式开启，作为 2020 年首个超大型全产业链家具
五金、依兰布艺、全顺织带、胜堡烤炉等 10 多家会员企业盛
装亮相广州家博会，一同为行业的疫后发展按下“加速键”。

与此同时，2020 年 9 月 7 日—9 月 12 日上海两大家具展

家具行业盛会。本次上海家具展汇聚了悍高、亚帝、唯尼可、
顺织带、宏力织带、源辉等众多户外品牌亮相，展示广东户外

家具品牌整体形象的同时，也为上海户外家具展区带来优质的
精品与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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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设“千人仟椅”新品强势发布！

The New Product
Launch of Thousand
Chairs Thousand
Designers Opened

2020 年 8 月 21 日，协会副会长单位酷设家居联合陈万

On August 21st , Couture, the vice-president unit of GOFA
combine with Chen Wanli architectural firm,IDCF and others
hold the theme activity of “Oriental aesthetics, Shining
Lingnan” in Shenzhen. This activity attracted many attention
from industry.
TCTD project was open in the Nov. 2019. It is a plan which
help people who have design dream and make it come true.
TCTD is found by Couture and Guangdong Design Circle.
This activity invited the first batch of TCTD designers make a
speech. The speech shown different idea and product creative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different age, different lifestyle.

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参加跨境电商峰会

GOFA Arranged Memberships Attended 2020 IEBE Summit
9 月 18 日，协会组织藤话故事、帝加花园、亚帝、品位阳光、

博舍、梵美思、震达等多家会员企业参加由广东省商务厅、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广东省网商协会主办的广货通天

下——2020 IEBE 跨境电商新增长解痛峰会，共同了解学习跨
境电商相关知识，实现与时俱进，共同发展。

本次峰会邀请了海新平台、跨境新支付、跨境爆品打造、

里建筑事务所、IDCF、广东省民宿行业协会主办的“东方美学·辉
耀岭南”主题活动在深圳隆重举行。期间，酷设“千人仟椅”
“千人仟椅”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广州设计周启动，是

的设计实现计划。本次活动现场邀请了首批千人仟椅产品设计

新锐设计师
分享创作理念

师代表发表讲话，展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生活方式下
对千人仟椅计划的看法与对产品设计创意思考。

“千人仟椅”计划新品正是面对当下以 90 后 00 后为代

表的消费主力，大多以设计多元化，用户多元化的特点，结合
当下旅游民宿、网红打卡等热门场所的需求而设定的品牌产品

定位。在淘宝、1688、阿里国际、抖音快手等各大电商平台
宣传推广及销售，配合线下旗舰店形成稳定的宣传销售网络，
达到线上宣传线下购买，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双重效果。

活动期间，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陈万里老师牵头，联合

与高校建立校企
合作基地

多位建筑行业设计大咖，就“岭南田园的高层立体化呈现”为
主题展开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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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近 600 位企业代表观众阐释跨境 3.0 时代，跨境电商的新

增长点。同时，峰会嘉宾也就目前跨境电商行业形势进行剖析，
探索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与创新，促进广东外贸供应链转型新增
长。

On 18th Sept., GOFA arranged Ever
Gaining, D-Garden, Artie, Brighthome,
BOSCHER, Varmax, Chandar and other
members attended the 2020 IEBE
Cross Border E-commerce New Growth
Solving Pain Summit which guided by
Commerce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old by Guangdong Network
Merchants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learned more knowledge of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o help
themselves developing together.

数十款新品惊艳上市，吸引了业界的关注。

酷设家居联合广东设计圈发起的一项助力有创意梦想的人士

跨境新标杆、跨境新模式等领域资深从业者、实战操盘手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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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聚力量 用爱暖人间
People Gathering Energy in Hand Warm the
World with Love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力量作用，推动农村留守

进行心理评估的同时，也给予了很多积极的指导意见，

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百家社会组织走近留守和困境儿

由广东省民政厅组织举行的百家社会组织走近留

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根据《广东省民

让更多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童“牵手行动”的通知》，“牵手行动”潮州组成员

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自 2018 年 6 月启动一直

了 5 个乡镇 40 多个村庄的 59 名智力残疾、精神残疾

动 " 潮州组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协会先后号召会

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再次走进潮州，走访慰问
女童、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为他们开展心

理评估的同时，也发放了学习用品、营养品、生活用
品等各类物资。

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作为“牵手行动”潮州

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其中，并深入走访了饶平县新

持续到至今，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作为 " 牵手行
员单位募捐资金，并通过实地走访潮州市的 10 多个乡

镇，为 20 多名留守困境儿童送去牛奶、书籍的同时，

也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并开展了心理辅
导等相关的帮助。

2020 年，协会在稳步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履行

圩镇 9 个村庄的 13 名智障女童、散居儿童及事实无人

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牵手行动”公益活动中，在

活中所存在的困难，并与村干部、民政负责人沟通协

童的公益项目，努力为智障残疾女童以及“牵手有家”

抚养的儿童，通过与智障女童家长沟通，了解女童生
调后续关注事宜。

同时，对于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同行的儿

童心理专家潘老师通过耐心交流与引导，对这类孩子

On 7th —8th, Nov. as the member of Chaozhou “Hand
Action”, Guangdong Outdoor Furniture Association go to
Chaozhou again, visited 5 countries and 40 towns. There are
59 children who are mental disability, orphan in the countries.
Chaozhou group help them conduct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donated School supplies, nutrition, daily necessities and
other material.
From the beginning of “Hand Action” in June of 2018, GOFA

原有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的基础上，增加了关爱智障女
专项项目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留守和困境儿童健
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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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part in it actively. During 2020, when GOFA develop
stably, GOFA carry on its social ability. Under the basic of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dire straits, GOFA also caring
for girls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We satisfy our power to the
projects “Girls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and “ Hand to Home”,
so that more and more leftover children grow up healthy and
happily.

协会动态
Updates of GOFA

协会受邀参加舒勇每日一画战“疫”作品展

协会受邀参观 2020
国际（永安）竹博会

GOFA was Invited by Shu Yong Attended the Painting
Exhibition of Daily Covid-19 Resistanc

11 月 6 日，第十六届海峡两岸林业博览会暨 2020 年国

际（永安）竹博会在福建永安开幕，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

秘书处受邀参观了此次展会，并参加了行业论坛，同期还走访
了博林竹业、和其昌竹家具等企业，更进一步了解竹家具行业
的发展情况。

本届展会共展出包括竹家具、竹建材、竹工艺品、竹日

用品等五大品类 28 个专业门类，通过展示不同的竹产品，让
参观者不仅能领略到中国最优质竹产品创新水平，亦能感受竹
子之乡的真正魅力！

2020 年 11 月 30 日，舒勇“每日一画致敬战疫英雄”主

GOFA was Invited to Visit
2020 National Bamboo
Exhibition(Yongan)
th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舒勇一直积极承担这传递中国文化的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并在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题景观，成为被国际和公众认知的文化符

勇近 200 幅以抗疫故事为主题的一系列水墨画，向战斗在抗
6 日在广州图书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
秘书长熊小玲受邀出席了此次作品展的开幕式，并随同各级领

th

On 6 Nov. the 16 Cross-strait Forestry fair&2020 National
Bamboo Exhibition(Yongan) opened in Yongan Fujian. The
secretariat of GOFA wan invited to visit this exhibition and
took part in industrial seminar. In the mean time, the group
of GOFA visited Bolin bamboo industry, Heqichang Bamboo
Furniture. This trip GOFA learn more about bamboo industry
development.

作为一名知名的当代艺术家，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副主席、

题作品全国巡回展在广州图书馆隆重开幕，本次画展集结了舒

导观摩了舒勇每日一画的抗“疫”作品。

“每日一画”是艺术家舒勇从 1 月 26 日开始，以中国画

的文化符号，坚持每日作画一幅，讲述中国抗疫故事，讴歌抗
疫英雄、民族精神，生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社会

传递了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历史重任。2017 年，其创作的《丝路金桥》入选“一带一路”
号，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誉。2019 年，舒勇应邀参加

了由协会主办的第四届环球花园生活节，并授予环球美学贡献
奖。

未来，协会期待能够与更多的艺术家、设计师实现跨界

合作，将更多优秀的文化艺术等元素融入到环球花园生活节创
意中，共同为传递美好户外生活增光溢彩。

On November 30th, the theme of
Daily Covid-19 Resistance Painting
Exhibition hold by Shu Yong was open
in Guangzhou Library. During this
painting exhibition, Shu Yong have draw
almost 200 wash painting which themed
Covid-19 Resistance Story, in order to
praising medical workers who on the
frontline against the epidemic. Vicky
Xio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GOFA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is painting exhibition.

— 52 —

— 53 —

协会动态
Updates of GOFA

广东省多家户外家具企业亮相设计周
并斩获红棉奖

Several GOFA Members on Show at Design
Week and Awarded Kapok
2020 年 12 月 3 日，以“快乐 HAPPY”为主题的

先朗等众多会员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展示企业最新产

际采购中心盛大启幕。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设计产业

市场提供平台。期间，备受关注的“红棉奖 2020 年

第十五届广州设计周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 广州国

兮而户外沙发

佛罗里达

Join 沙发系列

HUG 爱慕

获奖企业：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获奖企业：中山梵美思家具有限公司

品的同时，也帮助会员企业开拓设计师渠道以及国内

大事，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组织锡山、酷设、梵

美思、豪园、品位阳光、弘历、迪花欧、德荣、艺骏雄、
格利扣、盛致、联兴、格绿朗、新能达、鑫潮、胜堡、

产品设计奖”家具类获奖名单也火热出炉，广东省户

外家具行业协会多家会员企业产品获此殊荣，让我们
一起来目睹下他们的风采吧！

获奖企业：广州酷设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企业：佛山市南海区品位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梅花系列

获奖企业：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Clover 四叶草秋千

获奖企业：佛山市南海区品位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On December 3rd, the 15th Guangzhou Design
Weed was open in PWTC Expo and Guangzhou
National Purchasing Center. GOFA arranged
Agio, Couture, Varmax, Howvin, Brignt Home,
Honly, Divanolounge,Derong and others. They
not only display the newly product, but also
develop sales channel about designers and
nation market. GOFA members also awarded
2020 Kapok Design Awards China.

BLOW

获奖企业：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设计周文旅板块
户外家具众星闪耀

除了红棉奖获奖单位在广州设计周上大放异

彩外，在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的组织下，
还有大量户外家具企业带来了众多引人注目的
创新设计与作品。在本届广州设计周所重点打
造的文旅板块上，这些企业与产品也自然成为
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巴厘岛（躺床）

获奖企业：晴天豪园（广东）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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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职设计学院毕业生作品展暨招聘会
与你一起 Pick 优秀毕业生
12 月 28 日，2020 年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作品·校

企合作成果展暨珠三角设计人才供需见面会在顺德职院李佘

少鸿楼前隆重举办。锡山、亚帝、唯尼可、艺心、贵仁、林泰、
中港德正、鑫铂等多家会员企业报名参加了此次招聘会，并实
地参观了毕业生的优秀作品展示。

本次招聘会共有家具艺术设计、家具设计与制造、工业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 12 个专业

的 774 名毕业生参加，吸引了 237 家企业前来参加招聘。期间，
更有优秀毕业生的作品展，吸引了众多前来招聘的企业驻足观
赏，并给予较高的肯定和评价。

深入走访会员企业 夯实协会服务质量

Deeply Visit Member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of GOFA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协会很多活动未能正常开展。
为
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协会秘书处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
多种形式，积极与会员企业保持联系，获取企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了解企业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便于及时跟进与解决。
2020 年协会秘书处相继走访了腾劲尔、骏诚、酷设、藤话
During 2020,affected by Covid-19, many of GOFA activity
can’t open normally. In order to service members better, learn
more about members’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blem,
GOFA secretariat actively keep contact with members by
means of telephone, field visit and others.

Recruitment&Exhibition
of Shunde Polytechnic
College Design School
On December 28th, the design talents Recruit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and Graduated Exhibition of Shunde Polytechnic
College Design School was opened at Lishe Shaohong
Building. Agio, Artie, Vineko, ease, Guiren, Lintai,Décor Zone,
Xinbo and other members attended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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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汇俊等多家会员企业，通过深入会员企业面对面互动交流，
了解会员的发展状况和需求等。
未来，协会还将继续加大走访力度，增加会员企业的交流
和沟通，共同促进整个户外家具行业的健康发展。

2021
新年第一展
上海花园大会
隆重开启
2021 年 1 月 5 日 -7 日，由花园集俱乐部主办

本届中国庭院与花园园艺展览会汇聚了花园石

的第四届中国庭院与花园园艺展览会在上海世博展

材、户外家具、户外照明、花园水景、花园木材、

证花园行业的盛会。亚帝、威普斯、格绿朗、嘉邦

同时，汇聚了 20 个创意无限的实景花园。

览馆隆重开启，30000+ 花园同仁齐聚上海，共同见

园艺、莫腾、润木等多家会员企业奔赴上海，携带

花园景石、花园雕塑、花园植物等花园配套资材品类，

花园精品，开启 2021 年新年第一展。

The First Exhibtion of 2021 China Garden and
Garden Horticulture Exhibition Opened
On January 5th-7th 2021, The 4th China Garden and garden horticulture exhibition which hold by
Garden Gathering Club opened in Shanghai. There are more than 3000 garden colleague gathered in
Shanghai to celebrate garden industry event. Artie, WAPUS, Awning, Click Clack,Mottoni, Rill wood
and many other GOFA member show up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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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召开第三届第四次会长办公会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Forth President Meeting
Opened

2021 年 1 月 20 日，协会第三届第四次会长办公会议在

一方面也保证了企业的利润。此外，会议还就 2021 年未来市

冯晓颖、执行会长孙国华、秘书长熊小玲及副会长以上单位领

市场情况判断有不同观点，但多数企业对 2021 年户外家具行

理事单位雅丽斯佳江门新工厂顺利召开，会长朱亚东、监事长

导共计 20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就目前市场发展中出现的
人工原材料涨价、汇率变化以及未来市场发展前景等问题进

行了积极的沟通与交流，并就后期会员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
集中采购等进行了可行性和方式探讨，共商未来发展大计。

会议首先集中总结和分享了企业参加 2020 年部分展会的

一些情况，并就 2020 年市场发展中出现的人工原材料涨价、

场发展情况进行了交流和观点的碰撞。虽然对 2021 年下半年
业还是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在疫苗不断普及，国内外疫情逐步
好转的情况下，原材料价格还是会回落，汇率也会有短时的上

升，户外家具需求量也会持续平稳增长。所以，企业在这种
特殊的市场环境下，更应该优化管理，做好成本控制的同时，
提高产品的质量，为企业后续的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在此次会长办公会议召开之前，参会人员还参观了雅丽

汇率变化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分享与沟通。对于目前人民币汇率

斯佳江门新厂，参观了网布，织带及原料车间，对车间的制造

料上涨的情况，从企业客户大小，订单量的利润等方面着手，

企业与家具生产企业之间的需求互动，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变化的问题，需要企业多多关注，并可根据汇率变化和原材
对企业产品的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一方面可以维系好客户，另

工艺、设备运行都进行了仔细了解，了解的过程也加强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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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0th January 2021,
the Third Fourth President
Meeting of GOFA opened
successfully in YALISIJIA
new factory , the council
member of GOFA. The
meeting themes are the
increase of labor force cost
and material cost,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etc. In
the mean time, members
discuss deep cooperation
of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between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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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家具行业品牌出海营销报告》
3 月 19 正式发布

Oversea Marketing Report of Outdoor Furniture Industry
Public on March 19th

2021 年 3 月 19 日，协会与深圳赛文思咨询将在环球花

经济”下，户外家居用品的增长数据分析，为户外家居行业的

该报告结合亚马逊、Google、YouTube 平台的数据，就户外

具品牌的的电商销售案例，助力中国户外家具品牌通过品牌自

园生活节现场联合发布《户外家具行业品牌出海营销报告》。

家具行业的海外市场规模、消费者、营销趋势及成功经验进行

解析分析，帮助更多的中国户外家具企业抓住转型机会，助力
出海之路更具竞争力。

此份报告，结合疫情期间，海外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以及

购物渠道的变化，通过多家海外电商平台的官方数据，汇总了
海外户外家居品类的销量变化以及增长需求。特别对疫情“宅

未来产品开发指明方向。同时，报告还结合国外优秀户外家
营线上渠道的转型，奠定海外销售的根基。中国赛文思营销咨
询 ( 深圳 ) 有限公司是一家品牌出海营销服务商，专注于中国

科技品牌出海的专业营销团队。2020 年曾发布了《2020 年上
半年海外户外家居行业电商市场分析报告》，报告发出深得行
业好评。

At the day of March 19th 2021,
Guangdong Outdoor Furniture
Association(GOFA) combine with
Shenzhen SEVENS public Oversea
Marketing Report of Outdoor
Furniture Industry officially. The report
deeply analysis the oversea market
scale ,customer, market trends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base on the data
of Amazon, Google、YouTube etc.
The report can help Chinese outdoor
furnitur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elp enterprise have more
competitiveness in overse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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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享
Technology Sharing

可编织的“木”VS 可户外的“皮”

"Wood" for weaving & "Leather" for outdoor

高分子新型材料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具有质轻、强度高、柔

软的优点； 防水、防晒、防化学腐蚀、环保可回收，除了适用于

户外家具，还是一种很好的装饰工程材料，由于其仿真度极高，
装饰性非常好，适用于室内外的各种装饰工程。

New Pattern Polymer, due to its special structure,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light weight, high
strength and softness.Waterproof, sun protection, chemical resistan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cyclable.In addition to being suitable for outdoor furniture,It still a good decorative
engineering material.And its degree of simulation is very high, and its decoration is very
good,that make it more suitable for indoor and outdoor decoration projects.

防晒 / 防水 / 耐低温 / 环保可回收 / 质轻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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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Life

植物采光的蒙古包

Botanical Light-filled Yurt

Zach and Nicole Lopez designed yurt just over 30 feet
in diameter, encompasses 730 square feet of light-filled
living space, with modern fixtures and appliances, water
and electricity, and ample space for visitors.The duo built
the external structure in a single weekend with the help
of friends and family. Internally, the space is configured
around a large, central unit that comprises the kitchen,
and bathroom areas, on top of which is perched a
bedroom loft. This circular sleeping area features a
planter housing over 45 plants and a generous skylight
that lets in abundant sun throughout the day.

由扎克（Zach）和妮可· 洛佩兹（nicole lopez）设

计的蒙古包直径仅超过 30 英尺，包括 730 平方英尺的光

线充足的居住空间，并配有现代化的固定装置和电器，水
和电，为游客提供充足的空间。

二人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在一个周末内建立了外

部结构。在内部，该空间围绕一个大型中央单元配置，该

中央单元包括厨房和浴室区域，其顶部是一间卧室阁楼。
这个圆形的睡眠区设有一个种植着 45 种植物的花坛，还
有一个宽敞的天窗，全天都有充足的阳光。

所有图片均由 bryan auli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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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理念树屋

Sustainable Tree House
该项目被认为是一种“慢下来”的

旅游形式，其中自然和建筑的整合起着

主要作用。树屋将成为酒店的一部分，
由建筑师设计，为客人提供在树林中生
活和与自然的最大联系的新体验。

凭借陡峭的屋顶坡度，几何的结构

形状受到周围的枫木，杨树和橡树的启

发，并使用当地木材建造。单位面积为

35-45 平方米，分为 2 个等级。下层包
括一个小型阅读和休息区，而上层则由
一个卧室空间和一个小浴室组成。

该项目包括可持续建筑，会议和活

动中心，食品和农业枢纽，健康与保健，
教育研讨会以及广泛的视觉和表演艺术
节目，旨在塑造更加生态的未来。

24 Seedpod-shaped Treehouses

The project is conceived as a ‘slow
down’ form of tourism where na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it plays a primary role. “We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tourism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nature. Well integrate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can amplify this
relationship, nothing else is needed” –
Peter Pichler architecture.
The tree houses will form an addition
to a destination hotel and are designed
by the architect to afford guests with
a new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the
woods and maximum connection to
nature. With the sharp roof pitches, the

geometry of the structures is inspired by
the surrounding maple, poplar, and oak
trees and will be constructed utilizing
local wood. The size of the units will
range from 35-45 m² over 2 levels. The
lower floor comprises a small reading
and lounge area while the upper level
is composed of a bedroom space and
a small bathroom.The project, which
encompasses sustainable buildings,
a conference and event center, a
food and agriculture hub, health
and wellness proposals, educational
workshops and a vast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programming, aims to
shape a more ecological future.

24 棵种子荚状的树屋
WOW 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生态友好

型度假胜地，旨在模糊自然与生活空间

之间的界限。设有 24 个种子荚状树屋，
可欣赏周围雨林的景色。

人生物多样性欣赏和学习的榜样，”他
补充道：“ 建成后，建筑和景观将成
为一种整体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该度假胜地旨在成为新加坡同类首

“ 我们的建筑及其系统采用亲生

个超低能耗度假村，并将采用自然通风，

造一个引人入胜的舒适环境，”WOW

能措施，让树屋具有被动置换通风功能，

物的态度，并融入自然，同时为客人创
建筑师总经理黄超文先生解释说。“ 度

假村的设计采用了原生植物和动物为灵
感，和建筑及室内设计将展示万里的客

混合模式空调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各种节
解决使用冷冻水而非传统的空调压缩机
来冷却空气的问题。

所有图片均由 Peter pichler 建筑（PP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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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设计邦 )

WOW architects has designed an ecofriendly resort that intends to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ature and living
spaces. It features 24 seed pod-shaped
treehouses with views out to the
surrounding rainforest.
‘Our building and its systems adopt
a biophilic attitude, by blending into
nature and becoming part of it, while
creating an engaging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guests,’ explains
Mr Wong Chiu Man, managing
director, WOW architects.
‘The resort was designed with the
native flora and fauna as inspira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will showcase the biodiversity of Mandai
for guests to appreciate and learn
from,’ he adds. ‘When completed, the
building and the landscape will become
a holistic,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 new resort is located in the Mandai
area of Singapore, which is famously
known for being the access point of the
Singapore zoo and night safari. It forms
part of the mandai rejuvenation project,
a longterm development to turn the
precinct into an integrated nature and
wildlife destination.

生活方式
Life Styles

由 MINI   和 ENORME 工 作 室 共 同

“请入座”让城市节奏慢下来

努力的 MINI 集线器旨在改善城市生活，
合理利用资源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品牌

DNA 固有的座右铭“创造性利用空间”。
未来城市的所有新提案都应在大街上且
靠近用户的地方共同设计。

除了成为设计与城市的交汇点之

'Please Be Seated' Slow Down City Rhythm

外，该装置还涉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它具有 USB 充电点和由太阳能点亮的
读取点，并且可以通过运动产生的动能
为设备充电。这种新的可居住且高效的

设备旨在应对日常生活中最紧迫的挑
战，并且可重新生成我们的城市景观。
Urban hall is a play and share place
from citizen and guest from all
direction. Urban hall gathers city
history, development, future and
culture. However, when people enjoy
the wonderful city life, city furniture
as vector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ity.

“

（来源：设计邦）

城市客厅是市民和八方

来客共享休闲时光的场所 , 它
把这个城市的历史、发展、

未来、文化的东西都综合展
现在某些特别的的人文景观

之上。而在人们共享城市美
好生活的同时，城市家具在
各大都市的 " 城市客厅 " 中
各自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载

”

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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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装置的特点是高低弯曲，可坐立并在

下方行走，并进行互动交流。与“请坐着”

MINI hub, the endeavor by MINI and
ENORME studio, is framed within
its objective of improving urban life,
contributing to a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and maximizing the motto
‘creative use of space’ inherent to
the brand’s DNA. Any and all new
proposals for cities of the future should
be co-designed on the street and close
to users. this moving, green structure,
‘Montaña en la luna,’ (mountain on
the moon)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idea
of a designer office and portable
architecture.

MINI 枢纽思考城市的未来
MINI Hub Rethinks The Future of Cities
In addition to being a meeting
point for design and the city, the
installation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ies. It has USB
charging points and reading points
lit by solar energy,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to charge devices with kinetic
energy, generated by movement. This
new habitable and efficient equipment
seeks to work on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of daily life.

设计师 paul cocksedge，通过重

新构想的脚手架板让设计栩栩如生，大
互动的人越多，可让产品成为城市自由
流动的标志性建筑，而不仅仅是一个雕

塑，为行人提供休息和交流的休闲之地。
“请入座”通过重塑脚手架木板来

营造渐强的阴影，中间是明亮的木色，
外部则是缓慢过渡到中性阴影，从而使

建筑活跃起来。目前，该建筑已由英国
伦敦城市 Broadgate 校园委托进行建
造，成为设计师的一个设计标签。

（来源：设计邦）

Designer Paul Cocksedge bring the design
to life via reimagined scaffolding planks.
The large-scale installation features high
and low curves for sitting on and walking
beneath and a name that encourages
interaction. The more people interact
with ‘please be seated,’ the less it will
seem to be a large-scale sculpture and
the more it will feel to be a free flowing
heartbeat of the city, giving shade and
rest and a breath to pedestrians.
‘Please be seated’ has been
commissioned by Broadgate, British land’s
campus in the city of London. In addition
to Cocksedge’s design, paddington
central — also British Land’s asset — will
once again be one of the festival’s design
routes and will include an installation by
designer Adam Aathaniel Furman.
— 71 —

生活方式
Life Styles

柏舟美宿 住进了诗经
Boat Guesthouse
Make You Living in Poem

禅风民宿 惊艳你的美

ZEN Style Homestyle Amaze You
在一个林木成荫的城市花园中，在集特色餐饮、休闲娱

乐等于一体的繁华之地，只见一片绿树掩映下延伸出一路的
青瓦白墙，仿佛某个江南水乡的院落被时空挪移到这珠三角
的繁华之地，每个角度都有通透的风景。

简约随性的生态原木风格让这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

一石一凳都保留了原有的自然气息。亦或在碎石修竹的掩映
中，于茶室捧一盏清茶，捻一只茶点，赏玩精致小物。

错落有致的插花小景，折叠清透的纸艺灯饰，简笔勾勒

的山水茶组，微风拂来庭院里隐藏的奇花异草的清香，还有

临安是它的所在地，柏舟才是它的名字。

在山林间画画，在溪水中寻砚，和主人在田地里翻菜，和客人在灶台前

和面。一切远离生活的偷闲，仿佛才是生活本身的真意。

主体建筑和庭院相得益彰。宋式庭院，颇具禅意。依山而建，蜿蜒绵长，

整座庭院铺着小白石子和青石板，偶尔能看到几只点缀的松鹤，颇有点“树

绕村庄，水满陂塘……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
的意味。

住在这里，看看日光云影，听听蝉鸣哇噪，想想人生几何

Linan is its location, Boat is the name.
Drawing in the forest, playing behind stream, planting with master, kneading
dough behind cooking bench, is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Walk along the lobby, then you will come to garden. The garden established
in mountain, and it is winding long. The whole garden road covered with
little white stone and grebe flag. Sometimes you can see several pine cranes,
just lik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rees surrounding country, rain perfuse
the pond, white chestnut flower, yellow cauliflower……”
Living here, you can see sunshine and cloud shadow, thinking about life……

图片来源：柏舟民宿

隐约在墙面上的水墨图画，云烟缥缈，色若丹青，一切都令
人赏心悦目。

In a forest city garden, a flourishing
place of specialty catering,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you can see a green
and white wall under trees. Just like a
certain Jiangnan Watertown move to
Pearl River Delta.
The ecological log style of simple
and casual make trees, flower, grass,
stone, stool here keep their own
nature breath. Sometimes people can
stay in the shadow of garden stone
and bamboo, drink a tea, taste a
dessert and play with trinket. Wellproportioned flower plants, paper
light, a set of tea and the Ink painting
pictures are all enjoyable.

图片来源：广东省民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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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茵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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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达

佳时发

徽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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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强化纤

佛山三固铝业
欣方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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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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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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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VELIT户外家具新品
来这里，享受富有地中海文化气息的休闲生活; 来这里，感受VELIT创新设计的优质产品.
2021年3月18-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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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相约保利展馆17.2馆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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