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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成都家具设备材料展

启动UFI认证

7月12日~15日， 第十六届

成都家具展二期———家具设备

材料展将在世纪城新会展中心

5-9号馆举行。 展出面积5万

㎡，参展企业400余家，规模位

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广州展，是

西部地区最大、 最专业的家具

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

今年，成都家具设备材料

展正式启动了国际展览业协

会（UFI）认证工作，这是成都

首个启动该项认证的专业贸

易展会。

据成都家具展组委介绍，

国际展览业协会是全球展览业

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行业组织，

涉及组展商、场馆方、协会和服

务商等各个会展板块。 它和I-

AEM （国际展览管理协会）、

ICCA（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一起， 被称为会展业的三大国

际权威机构。

目前， 通过UFI认证的中

国展会有72个， 平均每年只有

5-6个中国展会能通过该认

证。UFI认证是展会国际化水

平的权威认可，通过该认证，将

有效协助展会邀请境外展商和

专业观众。 成都家具设备材料

展启动UFI认证， 不仅将提升

成都家具展的国际影响力，还

将助推展会品牌的升级。

据悉， 近40家国际知名企

业将参展， 全球家具生产设备

企业前十强———德国豪迈、伊

玛、 威力、 欧登多、 意大利

SCM，韩国极东等企业将盛装

亮相展会。 国内知名设备厂商

新马、南兴等也将参展。代表全

球家具产业的尖端科技、 高新

设备和最新材料等将在展会上

亮相， 助推家具企业进行技术

革新，实现家具行业整体发展。

（钟洁）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展明日开幕

海内外家具行业领军人物齐聚成都，成都商报记者提前打探家具展内幕

近日，一条题为“被遗忘的史上最苦的

行业”的微信在朋友圈中流传，而转发和评

论最多的大多为家具人或与家具行业相关

的“朋友圈人”：有“永远在村里上班的家

具工厂白领”，有“家具经销商”，有“永远

在路上的客户经理”，有“家具行业的媒体

人”，更有“说多了都是泪的家具行业企业

家”……最后热心人还不忘友情提醒：每年

六七月是中国家具人最苦的时候， 因为成

都家具展来了，请默默地为他们服务，并经

常关心他们，没重要的事不要打扰。特别是

7月3日~15日， 因为他们都要到成都参加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展了。

今天开始，中国家具人将陆续亮相

成都！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

博览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

市分会、成都传媒集团、四川省家具进

出口商会联合承办，成都新东方展览有

限公司全程执行，以“中国平台·全球共

享”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成都国际家具展

览会将在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成都家具展延续上届“一展两

期” 的展出模式，7月3日~6日为一期成

品家具展，7月12日~15日为二期家具设

备材料展，展出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

展企业1100余家，这将意味着海内外20

余万人次的家具行业领军人物、 商协会

负责人、专业观众为它而来！紧跟随行业

大腕的足迹， 成都商报记者将同步刷新

家具朋友圈， 提前打探即将开幕的成都

家具展行业内幕， 看看他们在成都家具

展上如何为中国家具行业发声。

中国家具协会

理事长 朱长岭

成都家具展从一开

始3000多平方米的一个

展览， 通过主办单位的

努力和参展企业的努

力， 到今天已由一个区

域性的展会办成了一个

全国性的展会，从去年展览分两期后，展出面积

达到17万平方米，品牌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四

川家具行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 和展览会的

成功举办有着直接的关系，期待今年会更好。

四川省家具进出口商会常务副会长、秘

书长 荣煜伟

成都家具展作为中国家具产业优秀的线下展

示平台，可以给经销商提供优质的采购平台，能够

为参展商引进稳定的客户群体。

中国家居品牌

联盟秘书长 陆昕

这是我连续第五

年参加成都家具展，一

年比一年热闹。成都家

具展作为中国家具内

贸的首选平台，它可以

辐射到中国的广大市

场，可以把更多优秀的家具品牌、家具产品带

到全国各地。

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

熊小玲

我们希望在成都家具展上，让更多的经销

商和地产商了解我们的企业和产品，同时也希

望通过展会平台把好的产品展示给西南区域

所有有需求的人士。

河北胜芳国际家具博览城总经理、河

北省家具协会副会长薛禄山

成都家具展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震撼，它的规模、档次、客流量、人

气，都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

对我们的触动非常大， 成都家具展

在中国西部起着引领性的作用。

浙江省椅业协会会长张加勇

成都家具展不愧为拓宽内贸市

场最好的平台，2014年的展会上，我

们的12家企业达成了很多的合作意

向。在中国家具展中，成都家具展有

它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经济和

科技促进局副局长胡忠兴

在目前外贸出口严峻、 内贸

拓展不开的情况下， 参与成都家

具展， 对内地与沿海的交流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 我认为成都家具

展对推动中国家具行业的发展有

很好的积极作用。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副总裁、左右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谭毅

公司的产品线、渠道下沉后，需要面向更多

市场层级的经销商。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成都家

具展展示左右品牌， 加快4、5、6级市场的开拓进

度，让全国更多的经销商认识左右，了解左右，

选择左右。同时也和优秀的川派企业进行交流。

成都南方家私品牌中心陈茂

国内大品牌家具生产企业组团方式来到

成都家具展，这对我们川内的家具生产企业的

冲击是在所难免的。在家具外贸市场产量下滑

的形势下，不少沿海企业都将目光放到了内地

市场， 目前川内的家具生产企业已经实现将

“专业团队+门店”等渠道拓展形式延伸到了

三、四线城市甚至乡镇一级，并在很多年前就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销售平台和渠道，产品和服

务已经送到了消费者家门口。

帝标家居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刘凯

成都家具企业应该大力提升专业性、专注

度和创新能力，让“成都制造”向“成都创造”

转变，实现“成都智造”。

新都家具协会会长、好风景家居总裁王自松

2015年的家具市场是全面竞争的一年，随

着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卖场进驻，产品

及品牌大幅跟进，竞争和整合的年代已经来临，

那么2016年家具该如何迎接挑战？受资源紧缺

及国家政策影响，产品价格还将趋于上涨，市场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未来是竞争

与合作共存的时代。竞争与合作从不同方面来

体现，对于各家具企业自身而言，必须要找准市

场定位、客户定位、品牌定位，建立独有的品牌

个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占据和拓展市场。

赛能家居董事长瞿世荣

越来越多的省外家具企业进驻成都家具

展，我认为成都家具在产品设计上还存在较大

的提升空间，原创将成为成都家具企业重点提

升方向。深度研究消费者，不断将市场细分，在

某一些局部板块做精做细，成都家具企业才可

能形成竞争力从而实现稳步发展。

成都家具产业园管

理委员会主任陈易

今年， 中国新繁家居博览城将

再次携手成都家具展， 以 “创想未

来·家”为主题，充分展示中国第二

大家居商贸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未

来家体验区是由全球知名设计师联

袂打造，意在求精，注重小空间的大

灵活性， 追求家具饰品与空间设计

的完美融合。展会期间，将同期举行

“新繁杯” 金斧奖中国家居设计大

赛颁奖典礼和“中国家具产业发展

（成都）高峰论坛”，新繁家博城还

将邀请意大利和中国台湾知名设计

师举行主题演讲。

成都太平园家私广场总经理

吴迪

今年是太平园家私广场第9次

成为成都家具展的分会场。经过9年

验证，“展店联动”这个平台给卖场

驻场品牌带来的经销商以及拉动的

大众零售都是相当可观的。在这样

一个平台上，不仅家具企业之间可

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对于消费

者来说， 也可以通过这样一场展

会感受到不断进步的家具产业魅

力。 太平园家私广场和太平园国

际家居博览城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联合各位家具老总， 为广大消费

者奉献一场家具的饕餮盛宴。

成都香江全球家居CBD总经

理莫志贵

成都香江全球家居CBD， 作为

成都家具展协办单位， 在家具展期

间将举办四川品牌家具推介会，为

四川众多家居企业、 全国各地经销

商、采购商搭建合作平台。这次推介

会， 第一是为引领我们四川家具品

牌走出去，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加快

完成产业升级。 第二是为全国各地

经销商、采购商找工厂、找品牌提供

平台和支持。 成都香江全球家居

CBD愿与业界朋友共创未来。

成都商报记者 钟洁 刘畅

行业协会 论方向谈合作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展期间，还将同期举办中国家具产业发展（成都）国际论坛。

该论坛由中国家具协会主办，是国家级的行业高端论坛。论坛期间，亚洲家具联合

会会长、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朱长岭将和意大利、瑞典、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十

余个国家的家具产业领袖考察成都家具展。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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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具行业协

会负责人也将在论坛上探讨中国家具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与成都家具展洽谈合作。

1

外来和本土 一线家具大腕成都论战

“中国家具顶级俱乐部”中国家具品牌联盟携旗下一线品牌左右、梦百合、

CBD

等参加家具展，与本土大牌全友、先驱、帝标、南方等进行“贴身肉搏”，在“中国家具

内贸首选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一线家具大腕参与到一年一次的成都论战中来。

3

“超级展团”西进和变革

今年成都家具展进一步调整了参展结构，吸引了中国家具的

一流产地“中国家具第一镇”广东顺德龙江、“中国椅业之乡”浙江

安吉、“国内知名金属玻璃家具产业基地”河北胜芳组成的“超级

展团”参加成都家具展，他们“西进”对中国内贸市场的开拓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家具产业的格局。

2

合作伙伴 团结一心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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