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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
"家居标杆"评选启动

本刊主办，优中选优，实力之战，诚邀广大市民和商家推荐与参与
本报讯（记者 陈臻）在即将过去的 2017 年，
厦门家居建材市场商海变幻，尽管新业态、新模
式、新技术层出不穷，然而真正能让市场记住的还
是那些令消费者赞誉有佳的品牌，能积极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的品牌，注重品牌建设敢于站出来接
受市场检阅的品牌……而这些有品牌力、有亲和
力、又有领导力的企业，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新一年
度行业标杆！
今日，2018 年度“厦门日报推荐家居标杆品
牌”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厦门最具权威与公
信力的纸媒，厦门日报家居版希望通过公开、公
平、公正的竞争，试炼品牌价值，验证品牌实力，为
市场与行业呈现一批有责任、具有行业先进性的
企业，为消费者推荐有口碑的家居家装品牌。
“厦门日报推荐家居标杆品牌”评选于 2010 年
在厦门市质监局与厦门市消委会指导下发起，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已连续八年为消费者推荐
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家居家装品牌，其中既有全国
性知名品牌如金牌厨柜、老板电器、格力电器、大自
然地板、东鹏瓷砖、九牧卫浴、鹰卫浴、立升净水等，
又有扎根本土数十年的寅丰软装、维全建材、金鹭
宝、福万家、鑫欧典，还有对行业健康发展极具新标
杆意义的大端，更有总全装饰、九鼎装饰、好易居装
饰、万饰如艺等有口碑的老牌家装企业。
八年沉淀积累，从容再出发，翘首以待新一年。
2018 年度标杆评选将一如既往，秉承“要家装，选标
杆”
的理念，
为消费者优中选优，
为行业树立标杆。

京闽建筑装饰企业
组团观摩厦门会晤工程

作为厦门会晤的主场馆，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1 月 30 日，厦门国际会议中
心迎来了来自北京和福建的 600 多位建筑装饰界
的嘉宾代表，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认真观摩
了主场馆。代表们感叹会场装饰装修体现了大国
风范，充分展示了福建地域文化的特色和中华文
化的自信。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建筑装饰协会承办，福建
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泉州
市建协建筑装饰分会、福州市建筑装饰协会和厦
门市建筑装饰装修培训中心联合举办。活动还邀
请到会晤主场馆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改造项目设计
和施工单位北京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浙
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团队、中建八
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汉尔姆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等主创人员，他们现场分享了设计与施工的成果
和宝贵经验，重点介绍了 BIM 技术暨建筑信息模
型在施工中的应用。
（陈臻）

2018 年度
“厦门日报推荐家居标杆品牌”
参评标准
●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依
法经营，且经厦门市质监局、厦门
市消委会认证，无不良记录；
●具备一定规模，企业实力
雄厚、产品品质优良、管理和服务
规范有序；
●企业理念与实践具有引导
和推动行业升级的表率作用；在
所属行业拥有话语权；

增长势头，市场份额稳定或上升，
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号召
力、核心竞争力，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广受消费者好评；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自觉维护行业团
结及行业声誉；
● 2017 年 度 被 厦 门 各 主 流
媒体广泛报道，重视企业形象宣
传，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 2017 年 度 经 营 状 况 保 持

标杆品牌推荐方式
即日起至 12 月 12 日，
市民和商家可发送“标杆
评选+推荐家居品牌”至以
下方式，推荐心中
“标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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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牧拟投资 22 亿元
建智慧产业园
12 月 1 日，以九牧为龙头的锦蚶智能智造产业园
举行开工仪式。
锦蚶智能智造产业园是创建“中国制造 2025 示
范区”背景下的重点规划项目，旨在发展工业 4.0 的智
慧产业项目。该产业园将以九牧为龙头，打造产值超
百亿的家居卫浴产品全自动一体化智能制造基地。
九牧董事长林孝发表示，九牧拟投资 22 亿元建设
智慧产业园，基于大数据打造行业领先的工业 4.0 智
慧 云 工 厂 。 项 目 投 产 后 年 产 花 洒 3000 万 件、软 管
6000 万件、挂件 600 万件、龙头 2000 万件。该项目年
产值 60 亿，新增就业 5000 人，将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和谐发展。
今年，九牧全面推进工业 4.0 制造升级，以信息
化、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全新规划
和智能改造升级，实现 C2F 快速定制，1 小时设计好、
24 小时制造好，打造高端、定制、智能、生态化产品一
体化。
目前，九牧智能制造应用模式集成了世界上先进
制造业的技术应用，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
转型升级，为泛家居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制造探索成
功转型之路。未来，九牧将抓住机遇，以工匠精神造
国货，为海西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推动中国制造扬帆
出海。
（雅兰）

集结 6 大品牌 52 款新品

海尔开启感恩月

厦门磐基名品中心
携手国际钢琴大师迎圣诞
2 日晚，在国际钢琴大师 Albert Mamriev 的
琴声中，厦门磐基名品中心、厦门磐基皇冠假日酒
店、海西艺术交流、EVAYAN 教室等携手迎来了
今年的圣诞季。
当晚，
《Jingle Bells》的曲调响彻磐基中心花
园广场的上空，来自德国的实力演奏家 Albert
Mamriev 现场演奏了《贝多芬奏鸣曲 OP.110》，
海西艺术交流机构和 EVAYAN 歌唱教室的孩子
们也有十分精彩的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当晚长
达 5 米的圣诞键盘蛋糕是由厦门磐基皇冠假日酒
店饼房厨师长 James Sun 为此次圣诞音乐点灯
晚会特别定制。
随着圣诞季开幕，磐基名品中心每周末将有
GUCCI、BURBERRY 、Salvatore Ferragamo、
RIMOWA、Montblanc 等国际一线名品大礼疯
狂送，还有圣诞美食奇遇记、平安夜狂欢等系列活
动。磐基皇冠假日酒店雅博西餐厅也推出“童迷
圣诞”狂欢夜等活动回飨消费者。
（林鸿玮）

12 月 1 日，以“引领智慧生活 回报 10 亿信赖”为
主题的海尔 2018 新品全球首发暨感恩月开幕，并将
在全国 42 城发起一场高品质、全球化的消费盛宴。活
动截至 12 月 30 日。
此次感恩月集结了海尔、GE Appliances、斐雪
派克、AQUA、卡萨帝、统帅 6 大品牌一年的科技成果
共计 52 款新品，包括全球首台实现“空净合一”的自清
洁空调——海尔净界空调、全空间保鲜冰箱、直驱电
机技术保证高速运转稳定性的海尔洗衣机、纸锅烧水
水干锅却不燃的燃气灶、能够消除一氧化碳的热水
器等，为用户打造从食品到洗护全系列高端品质的生
活解决方案。此外，海尔还为用户准备了成套服务、
智慧管家、以旧换新、会员终身免费保养等服务。
此次海尔一次性奉上 52 款新品，以全球顶级科技
实力感恩 10 亿用户支持，不仅体现海尔多元化的品牌
深度，
更展现其全流程、全球化的实力。
（陈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