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立即发布

2015 年新加坡国际家具展: 第 32 届以设计为导向、通往亚洲的国际展会圆满落幕！
2015 年 4 ⽉月 8 ⽇日, 新加坡 - 2015 年新加坡国际家具展暨第 32 届亚⻄西安家具展（简称 IFFS/AFS 2015）,家居装饰
展以及酒店装潢展在经过为期 4 天的商务会议、商务社交、研讨会以及⼀一系列启发设计灵感的活动后圆满落幕，
此次盛会将推动家具⾏行业向前稳步发展。
来⾃自 39 个国家的 487 个参展商参加了今年的三部曲盛会，此次展会总⾯面积达 60000 平⽅方⽶米，于精⼼心布置的新加
坡博览中⼼心内隆重举⾏行。根据统计，此次盛会吸引了来⾃自 102 个国家的 18,836 个参观者,92 个买家代表团及 380
个 VIP 买家。
新加坡 – 通往亚洲之⻔门
新加坡国际家具展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及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会⻓长许志恩先⽣生表⽰示：“IFFS ⼀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支
持国际制造商进⼊入亚洲市场，同时，也会给本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特的
东⻄西⽅方⽂文化完美交融的国家，使来此参展的公司既可以体验做⽣生意的便利性，也可以享受到岛内完善的基础设
施。”
同期 3 个展会的参展商⼀一致表⽰示：选择新加坡展是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定位。⾸首次参加展会的⽐比利时参
展商，Umbrosa NV 的出⼝口部经理 Ms Khadidja Thys 说：“IFFS 是⼀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我们可以接触到⾃自⼰己的⽼老
客户，找到新客户和提升⾃自⼰己的品牌效应。我们⻅见到⼤大量⾏行业内的买家， 包括酒店⽼老板、运营商、设计师、零售
商以及发展商。参与 IFFS 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直接销售机会。”
Linea Verdace(⽐比利时)的出⼝口部经理 Mr Peter Bastiaensen 表达了同样的感触：“我们跟着 EU BUSINESS
AVENUES 参加此次展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商业配对服务，让我们接洽到合适的客户。我们出⼝口 20 多个国
家，这是第⼀一次来亚洲。此次展会带给我们很好的商机，我们会考虑下⼀一年独⽴立参展。”
Tripasai Architect(泰国)的创始⼈人、Asian Star showcase 的参与者，Dr Pich Tripasai 表⽰示“这个平台使我有机会
通过展⽰示单⼀一的代表性作品，来向客户和买家展现我的完整理念。这不但让我收集了很多潜在客户的反馈信息，
还使我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进⾏行交流互动。”
由于参展商地域和展品种类的多样化，参观者将 IFFS 视为区域内最具国际性的展会，并且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采
购需求。来⾃自瑞⼠士 Mio AB 公司的产品经理，Jan Karlsson 先⽣生说道：“在所有本地区的同类展会中，IFFS 最具有
国际化，展品的质量⾮非常优秀，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本公司在欧洲的零售店收集新的理念和寻求新灵感。”
另⼀一买家，来⾃自英国 D.I.Design 公司的总监，Pippa Cowling ⼥女⼠士透露说：“我们公司专⻔门为餐厅、酒店等⾏行业提
供家具，⺫⽬目前正在寻找本地或本区域的⼯工⼚厂进⾏行合作，通过该展会我结识了不少潜在的合作伙伴，结果喜⼈人，同
时该展的巨⼤大规模也使我印象深刻。”
另外，作为 IFFS 的⾸首次访客，来⾃自印度 J.C Antique & Gift 公司的合伙⼈人 Vikas Jain 先⽣生，他对此次新加坡之⾏行
赞不绝⼝口，他分享道：“我们正在探索参加印度以外的展会，IFFS 是我们渗透东南亚市场正确的平台，我对此次
所⻅见所闻⾮非常满意，我们会参加下⼀一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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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设计
2015 年的 IFFS，我们可以⻅见证“设计”在家具业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IFFS 扩展了以设计为中⼼心的参展商，这些
参展商⼀一如既往的向⼤大家展⽰示了⾼高品质作品。这些展台不但吸引眼球，⽽而且备受来⾃自各地不同买家的欢迎。John
Moloney 先⽣生是来⾃自越南的参观者，作为 Instore 公司的总监，他评价道：“我们主要定位于⾼高端室内家具，虽然
我已经数不清到访过 IFFS 多少次，但是我很清楚我们前来的原因，那就是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我们需要的设计感⼗十
⾜足的⾼高品质家具”。
此次，参与 IFFS 的学⽣生也表⽰示受益匪浅，除了感谢展会为他们作品带来的商业化机会，更强调他们学习到了“设
计”对于作品的重要性。塞尔维亚共和国 Drvoat 技术学校的校⻓长 Zorica Djokovic ⼥女⼠士分享道：“我们来 IFFS 的
初衷是展⽰示作品，然⽽而，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些⼯工⼚厂要求⽣生产我们学⽣生的作品！通过该展会得到的曝光率的和受到
的欢迎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主办⽅方介绍说，今年设计馆刻意减弱灯光亮度以营造⼀一种柔和舒适⼜又不失⾼高雅的氛围，使参展商能够以最佳的效
果呈现⾃自⼰己的展品。每个展台度⾝身定制的灯光设计，有效地将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家具本⾝身和装饰品上，并且
增加了⼀一份⾼高雅的感觉。对于设计馆的创新尝试，作为新加坡南洋精细艺术学院学术事务办公室主任，有着⼗十年
IFFS 参观经验的 Jerry Soo，评价道：“今年的布局是个全新的改变，整个展馆洋溢着舒适、愉快的氛围。”
3 ⽉月 13 ⾄至 15 ⽇日在设计馆开展的“设计增进业务”系列推⼲⼴广会也得到很多正⾯面的反馈，Jaylou 印度尼⻄西亚 PTI
Achetects 公司的副总监 Marie Hernandez ⼥女⼠士，在出席知识产权和设计全体会议时提到：“在亚洲地区，我们
总体上对知识产权不是很有意识，这个会议很深⼊入很有⻅见解，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护劳动成果的⽅方法。”
完善内容及简化商业讨论
虽然 IFFS 在不断扩展其设计元素，但它仍然坚持着其核⼼心发展⽅方向 – 成为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最好的贸易和采购平
台。为了吸引和留住优质的参展商，主办⽅方通过评选最佳展品及最佳展位奖来对参展商的付出予以承认和奖励。
这些奖项授予那些有着优质产品，或者美轮美奂展位设计的参展商。所有奖项将由⼀一个 9 ⼈人组成的评判团评选⽽而
出，他们中有设计师、建筑师及媒体成员。
另外，主办⽅方还制定了⼀一些⾼高级的买家项⺫⽬目，以保证参展商能在展会上会⻅见到重要的客户。今年，IFFS 通过组织
⾄至尊俱乐部接待了 380 位由参展商选出的 VIP 买家。
参展商和他们邀请的贵宾都达到了展会前所制定的预期⺫⽬目标。对参展商来说，买家项⺫⽬目允许他们和被邀请的买家
按照时间表来进⾏行会谈，由于没有⾏行政和后勤的顾虑，他们可以专注于商业谈判。俱乐部的成员享有⼀一些特权，
包括免费住宿，酒店来回接送，特定贵宾休息室，免费午餐以及⼀一张免费参加我们“参展商和买家之夜”的晚宴
活动票。
许会⻓长总结道：“此届展会⾮非常圆满，我们的团队已经在筹划更好的 2016 年展会，届时我们会⾸首次和科隆第三届
furniPRO Asia 合作。我们同时也将和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合作⼀一系列可持续性活动来促进家具
设计和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具体展⽰示将在 2016 年⾸首次登上 IFFS 舞台。更多详情，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更多 IFFS 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iffs.com.sg。
###
IFFS 公司简介
新加坡国际家具展私⼈人有限公司（IFFS Pte Ltd）⾪隶属于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SFIC）和 MP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并管理家具和与家具相关的商品交易会，展览展出，会议及其他活动。包括⼀一年⼀一度的新加坡
国际家具展/亚细安家具展（IFFS/ AFS），家居装饰展及酒店装潢展，这是家具⾏行业的⼀一场盛会。

	
  

	
  

新加坡国际家具展、家居装饰展以及酒店装潢展简介
新加坡国际家具展以及同期举办的家居装饰展、酒店装潢展被业界专家评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采购平台和设计主
导型展会。⾃自 1981 年⾸首届展会以来，经历了 30 ⼏几年的发展，IFFS 仍然是许多区域和国际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最有
效的渠道。
同期举办的三个展会（新加坡国际家具展、家居装饰展以及酒店装潢展）展出产品⼲⼴广泛，有家具，家私，装饰配
件，室内装饰与配件，这些展品都来⾃自优质参展商，因⽽而吸引了各式各样的国际买家和参观者。为了使展会成为
⼀一个完整的贸易活动，我们增加了系列的设计活动（如 SingaPlural,家具设计平台以及国际家具设计奖）让在新加
坡举⾏行的展会更具深度和⼲⼴广度，并进⼀一步提⾼高了 IFFS 的知名度，让其成为家具⾏行业中不容错过的展会。
SingaPlural 2015 简介
⼀一年⼀一度的 SingaPlural 到 2015 年已是第四届，将于 3 ⽉月 10 ⽇日-15 ⽇日在 99 Beach Road 举办，此次盛会将以各种
丰富的形式，包括设计装置和空间，研讨会和⽐比赛等活动，来展⽰示各种设计⾏行业和领域最杰出的设计作品，包括
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绿化，以及室内，家具，图形和时尚设计等。
由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主办，与 DesignS 合作，为期⼀一周的设计庆典聚集了⼤大批创意产业⼈人才。该庆典与 2015
年新加坡国际家具展、32 届亚细安家具展，2015 年家居装饰展以及酒店装潢展同期举⾏行。
SingaPlural 2015 得到了新加坡设计协会，新加坡国际企业（IE），新加坡旅游局，以及新加坡标新局的⼤大⼒力⽀支持。
它也是新加坡设计周的重⼤大活动，该设计周由⾪隶属于新加坡通信和信息部下的新加坡设计协会主办。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SingaPlural.com 或 www.facebook.com/SingaPlural.
联络我们：Twitter (@SingaPlural) 和 Instagram (#singaplural)

有关 IFFS 的媒体咨询，请联系：
官宇晖／Ms. Kelly KUAN
Red Bug Communications
+65 6220 7573
kelly@redbugpr.com

蔡秀美／Ms. CHUA Siew Bee
IFFS Pte Ltd
+65 6505 9176
siewbee@iffs.com.sg

有关 SingaPlural 2015 – 设计庆典的媒体咨询，请联系负责该活动的公关公司， Access Communications：
⻩黄稼仪／Ms. Jiayi WONG
Access Communications
+65 6547 8979 / +65 9030 3522
jiayi@accesscoms.com.sg

汪楚玲／Ms. Kelsey ANG
Singapore Furniture Industries Council (SFIC)
+65 6505 9190
kelsey@singaporefurniture.com

要不然， IFFS 新闻办也会乐意地协助您获得任何所需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