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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加坡国际家具展: 设计为主题的展会迎来了开⻔门红
家居装饰部分表现尤为突出; 新的研讨会及 2016 年展望
2015 年 3 ⽉月 13 ⽇日, 新加坡 - 2015 年新加坡国际家具展联同第 32 届亚细亚家具展（IFFS/AFS2015），家居装饰
展以及酒店装潢展于今天开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家具贸易商、室内设计师以及酒店⾏行业⼈人⼠士。在接下
来的 4 天⾥里，来⾃自 39 个国家的 487 个参展商将会展⽰示种类繁多的各式家具以及融⼊入最新设计元素的室内配套家
居饰品。
IFFS 公司主席许志恩先⽣生说：“在过去⼗十年，我们展会软家私和室内装饰品部分的稳步增⻓长是有⺫⽬目共睹的。该发展
对我们的参展商和买家都是有利的，同时，这也证明了家居装饰展对于 IFFS 的独特重要性。”
⾃自从 2011 年以来，家居装饰展就给与会者带来了⼀一系列⾼高品质的时尚家居装饰品，如寝具和家庭⽇日⽤用织品、地毯、
室内装饰品、家⽤用纺织品、⼿手⼯工艺品、漆器、镜⼦子、画和墙纸等。今年，来⾃自亚⻄西安、亚太、北美和欧洲地区的
150 多家公司将展⽰示他们的原创设计和精湛⼯工艺。
今年，家居装饰展被 EU Business Avenues（⼀一个扶植欧盟中⼩小企业的⽀支持项⺫⽬目）选中作为它们⾸首次亮相东南亚的
⼀一个平台。来⾃自 15 个欧盟国家的 39 个室内设计公司和品牌将是代表欧盟设计理念的⼀一个缩影。
欧盟驻新加坡⼤大使，Dr Michael Pulch 说：“欧洲公司⼀一直以来都⾛走在现代室内装饰潮流的尖端，作为潮流的引领
者，他们的声誉是建⽴立在精湛的⼯工艺和创新的理念之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业内最好的中⼩小企业来参与 IFFS。
Business Avenues 项⺫⽬目的参与者将有机会和这⾥里的其他公司携⼿手合作，最⼤大化的扩展本地和区域性市场。”
启发灵感的对话，交换建议
展会期间，与会者可以通过参加设计优化业务研讨会来捕捉灵感。该研讨会将于 3 ⽉月 13 ⽇日到 15 ⽇日，在设计馆
（4 号馆）举⾏行。主讲者包括来⾃自建筑业、家具业、室内设计及酒店业等多个⾏行业的优秀企业家和杰出⼈人物。研
讨会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和设计，同时，还会探讨⾏行业趋势、业务策略及成功案例。以上研讨会是由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Singapore,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FFS, 和 Halo Creative & Design 联合举办。
展望 2016 年及未来
IFFS Pte Ltd 也借此机会向⼤大家透露⼀一些下届的精彩亮点，包括将和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成为新的合作伙伴，
并将和美国硬⽊木出⼝口理事会（AHEC）共同推出⼀一个特别展⽰示，还有下⼀一届的家具设计奖项以及展会顾问团会⻓长换
届等都将让⼈人期待万分。
明年，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展览公司之⼀一的德国科隆展览有限公司，将把旗下关于⽊木⼯工、家具和镶板等领域的展会
furniPRO Asia 移期到 3 ⽉月，并将和 IFFS 同期联合举办。此举将会使 IFFS 更加全⾯面和完善，从⽽而为家具业同僚提
供更好的服务和帮助，同时也将给参展商带来⼀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更便捷、更有价值的展会经历。
另外，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SFIC）今天宣布家具设计奖将于 2016 年重回 IFFS 的舞台，报名从今天开始并于
2015 年的 8 ⽉月 10 ⽇日截⽌止。2016 年的家具设计奖将采⽤用“⾃自由形式”，设计师可以⾃自由创意发挥，不再受具体主题
的限制。与往年不同，2016 年的奖项将只设⽴立⼀一个，所有参与者将共同⾓角逐 2 万新币的现⾦金⼤大奖以及在 IFFS
2017 的参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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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和美国硬⽊木出⼝口理事会的合作，2016 年的 IFFS 将被选为 DESIGN ARTISANS – The
Charms of Asia 的展⽰示舞台，这将是⼀一个可以促进家具设计和制造技术业务发展的持续性竞赛平台。这个合作项
⺫⽬目意在联合各地区的精英，通过采⽤用美国硬⽊木为原料，来推⼲⼴广并完成⼀一系列具备当代特⾊色且颠覆传统的家具设计。
AHEC 将组织⼀一个由来⾃自亚洲的设计师、建筑师和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将携⼿手亚洲著名⼯工匠来联合创作⼀一组
由 10 件家具组成的系列作品。
最后，潘⽂文发先⽣生将成为 IFFS 2016 团队新⼀一届的展会顾问团主席，他将带领各部⻔门积极筹办下⼀一届的 IFFS，将
展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IFFS.com.sg | www.TheDecorShow.com.sg | www.Hospitality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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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