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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进店逛一圈就走，怎么办？

非洲加蓬经销商 Sigha
贵州遵义经销商 胡涛

超 400 ㎡现代东方极境
140 ㎡有温度的高级灰之家

每个领域，都有一种人，叫“匠人”，
都守着一种精神，叫“匠心”。那是一
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精益求精，严
谨、一丝不苟、耐心、专注、坚持、专业、
敬业。

宏宇与保利结成战略合作
“仿古石瓷砖”科技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宏宇代表中国企业参加 2018ISO/TC189 年会
宏宇受邀出席 2018 年世界瓷砖论坛
宏宇陶瓷品牌广告全国绽放
宏宇获颁佛山电视台“2018 年度杰出合作伙伴”
清远生产基地通过绿色工厂评定
宏宇集团 2018 男子篮球赛圆满落幕
宏宇生产基地篮球联谊赛举行
宏宇队喜获世界太极赛一等奖
景德镇陶瓷大学第八届“宏宇杯”田径运动会举行
宏宇陶瓷 2018 年度团建暨篝火晚会举行

宏宇陶瓷终端精英专场特训营（库尔勒站）举行
双 11 总部团购狂欢盛宴火热引爆
河北迁安宏宇陶瓷旗舰店开业
“宏宇陶瓷杯”五人制足球赛在山西河津举行
江西南昌宏宇举行设计师沙龙

世界权威流行色彩预测机
构日前发布了 2019 春夏
流行色，我们来看看巧用
色彩为家居空间创造的惊
艳效果。

荣耀人物

瓷砖的艺术

寻找设计的温度

品牌动态

终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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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有“西藏的百科全
书”之称。从公元 7 世纪有文字记载，唐卡至今已经有 1300 年多的历史。
唐卡的绘制要求极为严苛，程序也非常复杂，必须按照经书中的仪轨及上师
的要求进行，一整套程序下来，短则半年完成，长则需要十余年。

但东方绘画艺术的线条美在唐卡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画师们严谨、流
畅的线条刻画着众多生动形象！随着手中的千变万化，用画卷展现出节奏美
和韵律美。通过高超的构思，细腻入微的勾勒，带给人一种美的精神享受。
旦增平措便是唐卡世家的传承者也是集大成者之一。

叛逆的青年，也会回归单纯的世界。
专注于眼前，任时光流逝。
心有多净，画面就有多美。

在日本的石川县，有一个人用四十年的时间将漆器的涂刷工艺做到
极致。他就是轮岛涂漆器的传人——坂本雅彦。雅致而结实的轮岛
涂漆器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一个完美的轮岛涂漆碗一共要经过
120 多道工序，涂上超过 100 层的漆，要经过半年到一年才能制成。
这种细细雕琢的匠人手艺让漆器能超越时间，长久保存。出土最早
的轮岛涂漆碗距今已经有五百年了，依旧完好无缺，色彩鲜亮如初，
堪称瓷器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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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之道丨西藏唐卡 匠心之道 丨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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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之道丨西藏纺织 匠心之道丨潮州木雕

织布机上的十年，守望纯粹的高原。
在青春的路上，无畏崎岖，专注向前，编织奢华之巅。
不枉费时光，不辜负青春。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了不起的匠人。
时间除了打磨技艺，也会赋予匠人更丰富的内容。匠人的幸运在于，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在你的
器物之中，让人看见和记住，了不起的不止技艺，更是生活。
不慢待每一分钟是为了不辜负时间，只投入自己热爱的事是为不辜负生活。
所谓匠心，就是不畏惧枯燥和漫长，为接近极致倾注一生。

把枯燥当乐趣，以重复当生活。
心无旁骛，借木穿梭于时空之间。
一刀一刻，皆匠心。
爱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
自然也会有馈赠，馈赠那些不辜负自然的人；生活也会有馈赠，馈赠那些懂生活的人。
黑暗中的蛰伏，不怕满盘皆输的勇气。是忠于自我的真性情，是死磕到底的韧劲。

Life for close to 
perfection 
 

One moment, 
originality

Tibet textile builders 西 藏 纺 织 匠 人 —— 益 西 德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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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匠人都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坚持着把一件事情做
到极致。

有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但其实，“工匠”
意味深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坚定、踏实、精益求精
相连。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正摆脱低端竞争格局，中国制
造业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我们开始思考“中国速度”，
思考“工匠精神”，而有些企业，自成立伊始始终坚持着自己
的匠心之道，默默耕耘，宏宇陶瓷就是其中一个。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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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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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只为做好每一片砖

22 年来，宏宇坚持选择全球优质的
原材料及供应商，坚持自主研发，搭载
行业技术前沿的优质设备，不断进行生
产基地、生产设备及工艺的改进和升级。
致力于用更好的工艺，为用户提供更有
品质的瓷砖产品。

宏宇陶瓷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每一块瓷砖，都经历了匠心
打磨，从选材开始，到设备、工艺，到
最后质检、分拣、出仓，每个程序严格
遵守各项标准。一片砖，300 多道工序
打磨，都融合了无数匠心雕琢……

A 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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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火

品质

标准 Fire detecting

Quality

Standard 

质检 Quality
inspection

原料检验 Raw material 
inspection

瓷砖生产对原料化学成分及矿物组成都
有严格要求，所以在大批的原料进入厂区的
堆场前，都要进行一系列严格分析、检验，
只有通过检测标准的原料才能进厂。用先进
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原料 7 大成分，用专业的
快速磨打出浆料，检测其流动性、触变性，
用分析仪检测其球磨细度，按生产工艺用液
压机压制成试样饼，放进电炉里烧成，检测
其烧结程度、收缩指数等。这七步，每一步
都不能少，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每一丁点问
题也不能放过，因为放过就是过错了，影响
了后面一环接一环的生产，最终影响的也是
产品的品质。

日复一日的每一步，都显得枯燥无味，
而每一步，都决定着每一片瓷砖好坏的开端。
成功没有捷径。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要
想精益求精，就必须脚踏实地，死磕细节，
对做好事情的追求没有止境，追求成功的道
路上功利心会害死人的。

以高品质、高标准享誉业界的宏宇陶瓷，
不仅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更是业内罕有的参
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企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要利其器，
必先精其艺；欲要精其艺，必先坚其毅力。
0.09% 的低吸水率，6000 转耐磨测试，0.87
的抗冲击性……每一项数字标准的背后，都
是无数次的推倒与重来。

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和极致，不惜花费
时间精力，孜孜不倦，反复改进产品。

“我们要保留我们最珍贵的，最引以为
傲的，一辈子总是还得让一些善意执念推送
往前，我们因此能愿意去听从内心的安排，
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它
的，就留给时间去说吧。”

新时代下的工匠精神，在传承匠心精髓
的同时，更离不开创新；创新 , 是工匠精神
的延伸，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为了实现更好的品相，展示更好的应用
效果，宏宇产品研发团队走访全球各地，寻
求世界绝美大理石，期间还多次拜访国际潮
流设计师，共同探讨流行趋势、品类创新及
搭配美学。历经多次的中外技术融合升级，
宏宇创造出划时代工艺技术，还原天然大理
石真实质感，打造出天然大理石的动态游纹
质感及独有光泽度，傲视行业引领大理石瓷
砖风潮！

21 年来，宏宇众多高水平的创新项目在
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更推动了中国陶瓷，
乃至世界陶瓷的发展进步，“透光玉瓷砖”
以“技术 + 文化”的创新尝试，成功研发出
区别于以往其他瓷砖的新品类；“高温陶瓷
大红墨水”的成功研发让世界陶业进入“高
清全彩”的时代，打破了欧洲陶瓷强国在陶
瓷喷墨技术领域的垄断，重新为中国陶瓷在
世界上赢回重量级话语权；“峡谷熔岩”，
用石头粉料再造天然石，推动行业抛光砖的
升级换代；“光雕幻影技术”吸引欧洲同行
四度上门取经学习 ......

产品品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成品质检。
产能大，线速快，看到一块砖时要在 2-3 秒
分辨出它属于什么等级，看出它有什么缺陷，
确保每一片输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是完美
的。

能够堪称匠人的人，是甘受住寂寞，是
沉淀下心。世界那么大，行业那么多，大多
数人都坚持不到最后就放弃了，然后转去做
其它行业，能够坚持本心，坚守初心的人实
为少数。

匠人精神，不是仅仅做一件事就可以的，
而是对自己的人生及自己的事业有着高度的
认同。我知道，质检的工作往往意味着：固执，
缓慢，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
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所以，我们宁愿这样，
也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烧制环节的成败决定了产品的好坏。宏
宇陶瓷地砖采用一次烧成（瓷片采用二次烧）
最高温度 1250℃，烧制时长 70-90 分钟，
烧制后的瓷砖像瓷碗一样坚硬、通透、密实、
耐磨，吸水率几近为零。而烧制过程中窑炉
的温度是会受季节变换、气候变化、昼夜温
差等因素的影响。探火就是每隔一小时把一
根长达 3 米的铁棒插进为窑炉供应燃料的煤
气发生炉，从而探测窑炉的温度和压力，并
通过人工修正保持烧成温度的恒定，确保产
品质量的稳定。面对熊熊燃烧的窑火，通过
一根铁棒，就能探测窑炉的温度，是曾双喜
每天都要反复琢磨的事情，即使是在炎热的
夏天，也一天不落下。

作为匠人，首先要有职业的自豪感。一
流匠人就是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职业，是一
种纯粹的爱，这种自豪感来自人格的完善。
以专注对理想的专注，对未来的坚守，守着
自己本来的想法，一步步朝着前方，朝着远
方走下去。哪怕前路有多黑暗，哪怕未来有
多渺茫，都不停下脚步前行，不停下跳动着
的心，不怕困难不忘初心。

21A 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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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之道丨宏宇匠心人 匠心之道丨宏宇匠心人

宏宇集团品质总监
卢广坚

原材料检验员
黄红秀

能源车间探火
曾双喜

品管科分级工
黄小燕

宏宇集团技术研发负责人
余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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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一直坚持做负责任的企业，制造负责任的产品。在创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全方位
践行了绿色环保的制造理念：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上，减少对于环境的破坏 ; 在产品方面，高
度重视产品的环保、安全，力求为消费者提供原态、环保的健康家居。

不同矿点，就算是同一个矿山的不同位置，或者同一位置不同深度的原料，成分都有所不
同。为此，宏宇投入大量资源组建专业的找矿队，到全国各地寻找优质的陶瓷原料矿，遇到品
质好的原料矿，宏宇则会不惜重金将整座矿山买下。有些储量较少的重点原料，还曾经通过包
船把原料从辽宁运回广东。

宏宇陶瓷储备了来源于华南丘陵的精选优质高岭土，洁白细腻。而且，用量达到配方的
30%，提高坯体的 煅烧白度，经 1200℃以上高温烧结，保证坯体洁白致密。

21 年来，宏宇一直在创新：产品选材的创新、设计的创新、生产工艺的创新等等。但唯
一不变的是匠心——通过对于产品设计的原创追求、对于品质近乎苛刻的标准、对于消费者贴
心的服务，来向每一位消费者传递我们的匠心理念、工匠精神。

有人说，工匠精神已经远去，但宏宇陶瓷 21 年风雨历程，将“好产品、好品质”作为目
标与传承，点滴积累、精进不休。宏宇 21 年风雨历程，看不见的匠心坚守，看得见的品质追求……

21A N N I V E R S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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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只为坚守好每一份责任
RESPONSIBILITY

宏宇陶瓷的 21 年，
是成长的蜕变，更是匠心的坚守 !

匠心之道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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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砖的艺术
THE

OF
TILE

色彩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arT
它能带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位成功的设计师，往往能利用色彩实现

惊艳的设计效果。世界权威流行色彩预测机构日前发布了 2019 春夏流行色，
对于从事设计和家居装饰行业的人而言，都是相当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对于家居环境而言，无论是大面积的填色，还是小面积的点缀，色彩代表
着居住者的喜好以及对生活的期待，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流行色彩应用到家
装中会是怎样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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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皇家蓝是 2019 流行色中颇为特别的
颜色，它早在 17 世纪已经被欧洲皇室视
为象征尊贵的颜色。时至今日，皇家蓝依
旧不断被丰富和创造，是英国皇室钟爱的
颜色。

皇家蓝——蓝色系列至尊，象征身份和地位，高贵神秘，灿若星辰，光芒四射，耀如宝石，
大放异彩；从珠宝、跑车到时装，皇家蓝让其优雅的气质更加凸显。同样的，皇家蓝运用在家居
中，也有令人亮眼的表现。

蓝色石头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和珍贵，石以蓝为尊，石中之最非“景泰蓝”莫属，景泰蓝石
材蓝本源自南美洲巴西景泰蓝，其富含的青金石夺目璀璨，价值斐然。而深邃秘境般的蓝色魅惑，
更是天生不凡，精美华贵。在家居空间应用景泰蓝，奢华高雅，更显端庄大气。

景泰蓝自由随性、艺术感强，适合做
艺术品、背景墙等，在家居中，常被用来
点缀和提升空间格调，打造高质感家居，
深受设计师的青睐。

瓷砖的艺术丨皇家蓝 瓷砖的艺术丨皇家蓝

皇家蓝 Blue

臻藏大理石瓷砖
5-HPEA80003 景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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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brown

Stone brown

金峰石褐
金峰石褐——自然与人是对话的主题，大自然的调色板五光十

色，生机勃勃，生命的律动犹存；金峰石褐色，这个近似大地、源
于自然的色彩，它有泥土和岩石的色调，低调优雅，那种天地自然
赋予的色彩，大气磅礴之势一览无遗，展现了大自然变幻无穷的色彩。

海 市 蜃 楼 大 面 积 的 流 动
石纹，勾勒出神秘却大气的自
然魅力，厚重却灵动，无需过
多装饰，天生自带高雅属性，
给室内空间带来高贵典雅的气
质。

瓷砖的艺术丨金峰石褐 瓷砖的艺术丨金峰石褐

红褐色的高级感真的无可比拟，作为深沉色彩，自然有它的魅力，金
峰石褐可以打造优雅气质，深浅不一的红褐色，象征着不一样的自然密码。

战国红纹理大气古朴，霸道浑然天成，赤焰般的色泽犹如火山熔岩或
峡谷石脉，给人浓烈的动力和热情，见证自然界的精彩。在装修中，战国
红可以凸显个性时尚魅力，用于空间的点缀，为空间增添质感与亮点。

红褐色

经典大理石瓷砖  
5-HPEA80001 海市蜃楼

缎光大理石瓷砖
HG80097 战国红



寻找设计的温度

THE 
dEsIgn

casEs

rEaL
这里所呈现的都是真实的设计案例。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搭配，满足业主多元
化、个性化、现代化的需求。用宏宇陶瓷的产品打造的家，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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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零售密码
THE 

cOdE 
OF 

rETaIL

相信大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难题：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总会有一部分顾客冷若冰霜，进店后就说“随
便看看”，或者一直沉默。通常这类进店的顾客停留时间还很短，大多只是逛一圈就走了，并且很多导
购还反映，不管自己怎样努力，留客处理的结果仍然很不理想。

要知道，顾客不开口，又走了，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这种情况其实让很多导购都十分头疼，毕竟顾客就像穿了一层铁布衫，完全不给我们亲近的机会。

我们先思考如下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顾客不愿意听导购的介绍？

2、为什么不管导购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3、为什么顾客只是逛了一圈？

4、为什么顾客总是应付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顾客进店后不说话
逛一圈就走怎么办？

H O W  T O  D E A L  W I T H 
T H E  C U S T O M E R S  W H O 
WALK AROUND WITHOUT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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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人物

gLOrIFIEd 
FIgUrE

市场竞争激烈 展厅升级应战

2015 年，宏宇陶瓷贵州遵义经销商胡涛从做瓷砖批发生意转向代理品
牌。因为宏宇陶瓷在终端的影响力和品质口碑，胡涛选择了宏宇品牌，而
宏宇的展厅就坐落在市中心天宇建材市场，胡涛说：“当地就有四五个建
材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胡涛意识到展厅升级的重要性，将展厅升
级计划提上了日程。今年 7 月份，遵义宏宇正式启动展厅装修，新展厅从
用户为中心的体验进行升级，成为企业转型、拉升品牌形象的展示窗口。
为提升品牌知名度，遵义宏宇还在当地大力投放高炮、公交车、小区等广告。

经过多日的紧张施工，新展厅顺利落成并开门迎客，丰富的产品、简
奢的设计吸引了广大客户和消费者的眼球。“成交率和客单值都有所提升，
消费者包括同行对展厅升级的效果非常认可。”胡涛表示新展厅反响热烈，
计划明年年初正式开业。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罗丽明

UPGRADING OF 
EXHIBITION 
HALL

宏宇陶瓷
贵州遵义经销商

胡涛

展厅面积：500 ㎡

荣耀人物丨贵州遵义 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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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陶瓷阔步迈向非洲加蓬市场

非洲加蓬宏宇陶瓷

加蓬共和国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国土面积达到 26.77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广西省的大小。
低人口密度、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外国的个人投资帮助，加蓬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

FOKOU GROUP 是非洲地区一家工贸一体的集团化公司，业务覆盖加蓬、刚果、安哥拉、喀麦
隆等 6 个非洲国家，FOBERD GABON 为 FOKOU GROUP 旗下加蓬分公司，目前在加蓬拥有 14 个
建材卖场，主要以批发和工程为主。

经宏宇塞内加尔客户 Christy 推荐，FOBERD GABON 公司总经理 Mesmin Sigha 了解到宏宇
陶瓷品牌。2018 年 4 月，Sigha 前来佛山宏宇陶瓷总部考察，在参观了“荣耀馆”后，Sigha 被宏
宇展厅引领国际潮流的设计和产品强烈吸引，一举签下加蓬的独家代理权，按照宏宇总部标准装修
500 ㎡的展厅，并将进驻目前加蓬当地最大的建材卖场。

目前，新展厅正在紧张施工中，预计明年年初落成并开业。Sigha 表示，有信心将宏宇陶瓷打造
成当地领军陶瓷品牌。

GABON
      AFRICA

宏宇陶瓷
加蓬共和国经销商

Sigha

展厅面积：

500 ㎡

荣耀人物丨非洲加蓬 Sigha荣耀人物丨非洲加蓬 Sigha

文 / 出口部 张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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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HIBITIOn 
HaLL
全国大店巡礼

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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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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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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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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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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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全国大店巡礼丨 NEW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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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动态

cOm
pany
EvEnTs

近日，宏宇与保利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成为保利《2019 年 -2022 年全国区域室内墙地砖总部集中采购》合作商之一。

接下来，宏宇将为保利在全国范围内 115 个区域开发项目提供高标准高品质的建筑用砖。

据悉，在保利本次招标中有数十家陶瓷品牌参与，其中不乏行内的优秀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宏宇凭借雄厚的品牌

实力和耀眼的品牌魅力脱颖而出，一举赢得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的认可，成为保利战略合作伙伴，携手共筑品质

工程，共建和谐人居，打造行业新格局与新生态。

保利地产，26 年保持高速与稳定的发展态势，现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形成了广州、佛山、北京、上海等十八个城

市的全国战略布局，成为中国品牌价值百强企业。

宏宇匠心质造 21 载，做有温度可传世的产品，造简奢形象标杆店，目的是为了向消费者传达简于形 • 奢于心的生活

态度。与保利秉承现代化建筑的自然主义与舒适性居住的人本精神，寻求建筑与自然、人与建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

的理念不谋而合。有着共同追求目标的两大巨头牵手，必将能在战略合作中共创产业商机，实现共赢。

2017 年以来，宏宇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势不可挡的发展步伐，先后与 17 家知名房地产商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宏宇

将继往开来，充分发挥品牌的核心优势，着力加强与各房产企业的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在装修市场的深度融合发展，

深化产业合作，实现双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品牌效益的最大化发展。以有效的互补叠加效应，让宏宇成为与地产行业

合作共赢的示范高地。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曹绮琪

STRATEGIC COOPERATION 

宏宇与保利地产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STRATEGIC
     COOPERATION 

品牌动态丨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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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组织召开的宏宇“仿古石瓷砖”科技成果评估会在北京圆满举行。

会上，宏宇“仿古石瓷砖”项目组成员向在场专家作了项目技术报告、查新报告、检验报告以及用户使用报告，与会专家还在现

场仔细查看了项目产品。经过严谨审慎的评估审核，最终，评估专家组一致认定宏宇“仿古石瓷砖”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优化调整配方组成和施釉工艺，成功开发出适应仿古石瓷砖生产的底面釉配方，使印花釉料发色稳定、釉面质感强、硬度高。

研制出一种适合仿古石瓷砖生产的高硬度干粒，通过调整干粒的颗粒分布、喷施量，利用大孔径高压喷枪喷淋在砖面上形成古石

表面经历岁月风化的侵蚀感。同时，高硬度干粒还提高了产品釉层的耐磨性和硬度，产品的防污性能也有提升。

创新研发立体柔抛抛光技术，用弹性软质磨头柔性抛光和碳刷磨片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凹凸面的立体抛光处理，使产品表面凹

坑自然、顺畅、逼真。

此次被国家住建部组织评估为“国际先进水平”的“仿古石瓷砖”创新成果，是宏宇第 36 项经权威部门和专家认定的高科技创新成果。

宏宇始终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自主研发创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不断成长为中国建筑陶瓷行业创新引领企业。

据了解，宏宇的创新不仅在数量上傲视群雄，在创新水平上更是独领风骚。自 2010 年以来，宏宇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果水平都在“国

际先进水平”以上，有 5 项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15 年全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和广东省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同时冠名“宏

宇杯”，行业首次、历史罕见。

ARCHAIZE CERAMIC TILE STONE 

科技创新再添硕果！
宏宇“仿古石瓷砖”达
“国际先进水平”！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品牌动态丨科技创新品牌动态丨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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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 -14 日，2018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189 年会在

巴西圣保罗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印度、

西班牙、巴西、意大利、葡萄牙、日本等国家代表近 60 人出席会议。

宏宇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189 的主要委员单位受邀出席会

议。

 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陶瓷砖耐磨性测试方法》、《陶瓷

平整度的测试方法》、《陶瓷砖湿膨胀系数测试方法》、《釉的铅、

镉溶出量的测试方法》、大规格板尺寸的测试方法，《陶瓷砖防滑

测试方法》、防水层、粘结剂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制定与修订工作，

以及陶瓷砖可持续性和环保等问题。

在讨论《陶瓷砖防滑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过程中，各国代表团

进行了热烈的沟通和交流。中国代表团率先发言，向各国代表介绍

了 2018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 GB/T35153-2017《防滑陶瓷砖》中国

标准，并详细说明了中国标准采用斜坡法、摆锤法、静摩擦等方法

测试陶瓷砖的防滑性能，同时建议将摆锤法纳入到《陶瓷砖防滑测

试方法》国际标准中。

 《陶瓷砖防滑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虽已立项，但在国际上讨论

了 26 年都没有结果，各国代表团似乎都预见到本次会议很难达成

共识。最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 秘书长表示，对于中国代表

提出的摆锤法测试方法，会后将征求每个国家的委员意见，待收集

意见后再决定是否采纳中国和英国代表委员的意见，把摆锤法纳入

到 ISO 标准中。最后的定论如何，要等明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TC189 年会的会议揭晓。

宏宇一直以来积极参与到陶瓷行业各类标准制定的工作中，

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充分发挥了行业领军企业之一的带头作用。截

至目前，牵头或参与制定了《防滑陶瓷砖》、《陶瓷砖防滑性等级

评价指南》、《陶瓷液体色料性能技术要求》、《陶瓷液体色料元

素含量测定分析方法》等 12 项国家标准和 4 项行业标准，成为中

国陶瓷行业少有的“国家标准制定企业”，荣获国家质监总局和国

标委颁发的 2016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本次代表中国出席

ISO/TC189 年会，再次为中国陶瓷发声，赢得了国际陶瓷界的尊重

和认可。

宏宇受邀出席 2018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189 巴西年会

ISO/TC189 BRAZIL'S ANNUAL MEETING

宏宇集团代表在会议现场

中国代表与外国代表交流防滑陶瓷砖的测试方法

会议现场

11 月 8 日，2018 年世界瓷砖论坛在巴西圣保罗唐加拉酒

店开幕！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巴西、西班牙、澳大利亚、

乌克兰、墨西哥、法国、日本、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的数十

位陶瓷行业代表出席会议。宏宇作为唯一一家中国企业代表受

邀参加大会。

本次会议，各个国家代表分别汇报了自己国家近三年的陶

瓷生产、出口、进口及环保、能源消耗等情况。会议还围绕“制

定国际通用的防滑试验方法标准”议题，意大利、美国、中国

等多个国家在论坛会议上进行了探讨。

宏宇受邀出席 2018 年世界瓷砖论坛

HONGYU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2018 WORLD CERAMIC TILE BBS

论坛环节，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王博（右四）、宏宇集团出
口部销售总监孔令业（右三）作为中国代表与巴西、美国、意大利代表参加讨论

各个国家代表汇报本国情况

（宏宇集团）

（宏宇集团）

品牌动态丨 ISOTC189 巴西年会品牌动态丨世界瓷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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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霸屏！
宏宇品牌广告全国绽放！

BRAND 
ADVERTISING

宏宇陶瓷聚合全国优质资源，携手终端经销商，打造立体化传

播矩阵，让千万消费者感受宏宇强大的品牌实力，让宏宇品牌形象

响彻终端，加速品牌腾飞，助力经销商赢战市场，再创宏宇陶瓷荣

耀新篇章！

2018 年，宏宇陶瓷聚势终端，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宏宇实力携手全国各地交

通枢纽、终端市场，以户外广告、灯箱广告、电梯广告等多种广告形式，强势打造

立体化、多维度、全面化的传播矩阵，覆盖全国精准目标客户群体，震撼开启全国

霸屏新模式，实现品牌高速腾飞。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曹绮琪

品牌动态丨品牌广告品牌动态丨品牌广告

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广告

粤港第一关——深圳布吉关最大的 LED 屏广告（近 600 ㎡）

佛山大道和季华路交汇处 LED 屏

机场广告

跨线桥广告

公交车身广告

建材城立牌广告

跨线桥广告

公交候车亭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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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之声，传遍万家。2018 年，宏宇陶瓷立足本土，携手佛山电台 FM946 频道，全年无间断、立体覆盖、高速助力

品牌腾飞。11 月 29 日，佛山电台为宏宇陶瓷颁发“2018 年度杰出合作伙伴”奖项。

让佛山听见宏宇的声音
强势媒体助力领航，品牌实力引全城瞩目。佛山电台是本地最具影响力的广播媒体之一，具有区域特色的电台节目，

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宏宇陶瓷与佛山电台长期战略合作，通过强强联手的形式，辐射广东全区域，向更多用户展示宏宇品

牌全新形象，提高宏宇品牌影响力，让更多人听见宏宇的声音！

让世界听见宏宇的声音
2018 年，宏宇不仅立足本土，更是霸屏央视，CCTV1《新闻联播》、CCTV2《央视财经评论》、CCTV13《东方时

空》、CCTV13《新闻直播间》频道黄金时间段品牌广告强势霸屏，天天看得见！宏宇正以高品质产品和匠心质造的精神，

向越来越多消费用户、向世界人们展现中国陶瓷蕴含的深厚爱意与家的温度！

好瓷砖，传世臻品质
好瓷砖，传世臻品质。宏宇陶瓷载誉前行 21 年，以匠心见初心，以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广

大消费者打造有温度的家，满足越来越多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世界传递宏宇之声，让世界因宏宇的存在而更加美好！

媒体发声，让世界听见宏宇的声音！

LET THE WORLD HEAR THE VOICE 
OF HONGYU!

11 月 6 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了第三批绿色制造名

单，宏宇集团生产工厂名列“绿色工厂”名单！

 为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和《绿色制

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持续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

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国家工信

部组织开展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经申报单位自评价、第三

方评价机构评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评估确认及专家论证、

公示等环节，确定了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其中绿色工厂 391 家、绿

色设计产品 480 种、绿色园区 34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21 家。

陶瓷行业入选第三批绿色工厂的厂家有四家，宏宇集团生产工厂是其

中之一。

 宏宇集团早于 2008 年开始就非常重视绿色制造、环保生产，早

已实现了废渣、废水零排放，废气集中处理合格后再排放的环保高要求，

被评为“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生产基地设有联接国家环保局的环

保实时监控系统，在环保部门开展的历次突击检查中，均检查合格。

宏宇生产工厂通过
“绿色工厂”评定

GREEN FACTORY

 宏宇集团的科技创新有三个发力点，其中一个就是“通

过创新实现绿色环保”，有多项关于绿色环保的创新成果通

过了权威鉴定。其中，“陶瓷抛光废渣循环利用新技术”项

目经佛山市科技局组织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陶瓷砖

减薄技术研究及薄型微粉抛光砖产品开发”项目经广东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利用抛

光废渣生产广场砖新技术”项目经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组织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这些创新成果在减少资源消耗、

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有很大的助益，对环境保护，

提升我国建筑陶瓷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建筑陶瓷行业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行业的绿色转型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此次宏宇生产工厂通过绿色制造评定，入选“绿色工厂”

名单，是国家工信部对宏宇集团多年来在绿色环保生产方面

的认可，更是对宏宇未来在绿色制造方面再接再厉的鞭策。

宏宇集团必将勇担社会责任，为祖国的绿水青山再立新功。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曹绮琪

（宏宇集团）

品牌动态丨绿色工厂品牌动态丨宏宇声音



67 HONGYU GLORY 68HONGYU GLORY

宏宇生产基地
篮球友谊赛火热开展

“宏宇杯”2018 男子篮球大赛
圆满落幕

篮球比赛是中国的传统体育活动，为

了加强宏宇各生产基地间的联系，加深各

生产基地员工的友谊，11 月 14 日下午，

佛山生产基地组织干部职工到清远生产基

地进行篮球友谊赛。

比赛开始，由佛山生产基地派出女子

员工队与清远生产基地女子员工队进行首

场比赛，近百名啦啦队到现场呐喊助威，

见证这精彩比赛的重要时刻。经过激烈的

角逐，女子员工组、男子员工组和干部组

都由主场清远生产基地胜出。

选手们顽强拼搏、勇于争球、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

明的双丰收。这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活动，

不仅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还为篮球爱

好者提供了相互较量的平台，也为台下观

众奉献了精彩绝伦的球赛。

11 月 30 日，宏宇集团 2018 男子篮球大赛迎来了紧张的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宏宇陶瓷代表队勇夺冠军！

至此，历时 3 天的“宏宇杯”2018 男子篮球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每一场参赛，各代表队都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增进了友谊。随着裁判的哨响，加油声、掌声、欢呼

声，不绝于耳；跑位、长传、三分球，精彩不绝。球场两侧看台坐满了观众，不少参赛队伍的领导和同事也前

来观看比赛，为自己的员工加油、打气。整个赛场，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空前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为场下

观众奉上了一场极致的体育盛宴。

本次“宏宇杯”男子篮球大赛，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全体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出的自强不息、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宏宇人的体育精神。不论结果如何，这些球员奋力拼搏的身影，在我们心中留下

了深深的印记，感谢在比赛中全力以赴拼搏和努力的队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竞技赛。

文 / 清远生产基地 罗秋容

（宏宇集团）

THE BASKETBALL 
MATCH

FRIENDLY BASKETBALL MATCH

品牌动态丨篝火晚会品牌动态丨宏宇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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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队喜获
“第七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
集体项目一等奖

景德镇陶瓷大学材料学院
举行第八届“宏宇杯”
田径运动会

11 月 10 日至 12 日，第七届世界太

极拳健康大会在佛山隆重举行，来自世界

各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哈萨克

斯坦、巴基斯坦、委内瑞拉、泰国、俄罗

斯、匈牙利、摩洛哥、印度、中国香港等）

的 800 多名运动员参与本次活动。

宏宇队作为中国代表队之一，凭借过

硬的实力和出色的发挥，勇夺第七届世界

太极拳健康大会“集体项目一等奖”，不

仅为国争光，更用行动向世界传达健康生

活理念！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宏宇冠名赞助的

宏宇队早在 2016 年也获得了第六届太极

拳健康大会集体项目一等奖，本届大赛再

次获得一等奖，可喜可贺！

11 月 3 日，景德镇陶瓷大学（以下简称“陶大”）材料学院第八届“宏宇杯”

田径运动会开幕。秋风习习，弥漫着丹桂的清香。运动会现场迎来了一支支学生队伍，

他们扬着自信的脸庞，迈着矫健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出场。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宗旨，个个信心十足，想在百米赛场上与各路英雄一争高下。

 本届运动会，已经是连续第八届以“宏宇杯”命名的陶大材料学院田径运动会，

也代表了宏宇集团在陶大材料学院设立“宏宇奖助学金”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未来，

宏宇还要将这份光荣的使命继续履行下去，助力陶大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陶瓷专业人

才，为中国陶瓷行业的发展不断输送新生力量。

宏宇集团作为中国陶瓷行业创新引领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硕果累累。截至目前，

宏宇集团拥有 36 项通过权威鉴定的科技成果，其中 5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5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宏宇集团这些创新成果中，有很多项目是与陶大材料

学院的师生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其中，宏宇集团和陶大材料学院携手攻克世界难题，

创新研发的“高温陶瓷大红墨水”是产学研创新的杰出代表，也成为行业乃至国内产

学研合作的成功典范。

未来，宏宇和陶大在陶瓷高科技创新领域将创造更大的辉煌，为中国陶瓷行业培

养出一大批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为中国陶瓷行业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曹绮琪

（宏宇集团）

据悉，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是由国家

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

会发起并主办的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太极拳

盛会。大会立足于向世界人民全面、系统

展示太极拳的精华，深入研究、交流太极

拳科学健身规律，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参与度最广泛的太极拳品牌赛

事。

从第七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赛场上

来看，太极拳已成全民运动，其讲究体悟，

强调心无杂念静心用意，可以训练人的反

应能力、力量和速度等身体素质，是一种

身心兼修的健身运动，其养生的观念与现

代倡导健康生活的理念是一致的。

宏宇队夺冠

宏宇队成员

SPORTS MEETING

SHADOWBOXING COMPETITION
SPORTS MEETING

品牌动态丨宏宇田径赛品牌动态丨太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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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

还有诗和远方的青山

工作不止公司与家的两点一线

还有丰富多彩的团建活动

精彩的活动与交流分享

让宏宇家人们更加团结、更加融洽

宏宇荣耀，青春激扬！
这是一份来自宏宇人的精彩！

宏宇陶瓷
2018 年度团建暨

篝火晚会举行
宏宇荣耀，青春激扬！为提升团队形象，增加团队凝

聚力及协作力，塑造丰富多彩的团队文化。11 月 27 日，宏

宇陶瓷组织全体员工前往南庄绿沙岛农业休闲度假区，举行

2018 年度团建暨篝火晚会！ 

强化学习增本领 勤练内功立标杆
——“赋能之旅”宏宇陶瓷终端精英专场特训营（库尔勒站）举行

TEAM 
ACTIVITIES

品牌动态丨篝火晚会品牌动态丨篝火晚会

北方已俨然进入寒冬，但这都挡不住宏宇人学习的热情！

12 月 8 日至 19 日，新疆库尔勒宏宇陶瓷团队开展了为期两周

11 天的密集式内训活动，通过修炼内功、巩固基础，备战来年

更激烈的挑战。

量身定制培训学习计划
库尔勒宏宇总经理郭百花对本次培训十分重视，12 月 5-7

日在培训前，亲临总部与培训部导师深入探讨培训形式和内容。

最后，根据学员的需求量身定制，培训内容设置了品牌篇、工艺

篇、行业篇、产品篇、技巧篇及设计篇六大版块，共 47 门课程。

为实现高效、快捷、便利地学习，培训充分利用宏宇移动商学院

和微课平台，通过学员自学、导师授课的形式进行。

此外，由于广东与新疆有 2 小时的时差，为不耽误学员上班

工作，培训部导师均在学员下班时间，也就是广东时间 18：00

后准时为学员授课。总部培训部总监陈海姣还亲自上阵，在微课

平台为学员讲授《客单值提升》课程。

全程实行培训管理制度
12 月 8 日，简短的线上开班仪式正式拉开了培训的序幕，

库尔勒宏宇全员 26 名成员宣读军令状，承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本次学习。库尔勒宏宇总经理郭百花和总部培训部总监陈海姣分

从参观完广州设计周，还有走访了多个市场，这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家居建材行业的寒冬。我在思考，库尔勒宏宇如何过冬？我

想到了心心念念的企业系统打造，因为房子盖结实了才能抵抗风雨，而建立培训体系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培训就好比这座房子的地基，没有人才培养和复制系统的能力，房子盖得再高也是徒劳，一旦风雨来临死得更难看。所以此时，我

们必须重视培训，打造最牛团队！否则迎接我们的不仅是淘汰和出局，还有多年来辛辛苦苦打造的平台也会灭亡！库尔勒的伙伴们，我

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宏宇陶瓷新疆库尔勒经销商郭百花

别致辞，肯定了库尔勒宏宇团队的学习精神，并鼓励团队成员认真

学习，根据所学内容自查自纠。

培训全程采取班级机制，学员分成三个小组组学习，每组设置

组长和班长，并且两两结为一对学习伙伴，互相监督，互相帮扶，

共同提升。学员在移动商学院平台上每学习一门课程，都要进行课

后小测，检查学习效果。结束一天的学习后，学员在微信群发表学

习心得，分享交流。导师也会在学习完一个版块的内容后，根据学

员的反馈对所学知识进行复盘，以此巩固知识。培训期间，引入积

分制，对于表现突出的学员进行实时激励，而对于没有完成“作业”

的学员，也会通过发微信红包进行负激励。

双线结合树立培训模板
培训全程分板块、分阶段、分小组进行管理，并通过课前自学、

课中讲授、课后自测、总结和复盘的学习方法推进，将学习目标细

化落地，获得了不错的学习效果，学员纷纷表示收获良多。结束本

次线上学习后，下阶段库尔勒宏宇团队将接受线下面授课程，线上

线下结合，全方位掌握学习内容。

本次培训是对终端培训模式的又一次创新。未来，宏宇商学院

将以此为模板在终端复制，打造学习型、智慧型终端。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余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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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助阵，大牌价到！宏宇千人团购
火拼“双 11”，销量大爆发！

河北迁安宏宇陶瓷旗舰店隆重开业

11 月 11 日，“大牌价到！工厂抢优惠！——2018 宏宇陶瓷总部工厂明星特卖会”在宏宇陶瓷佛山总部荣耀馆火热引爆。来自广东

省近千名客户齐聚宏宇展厅，开启“双 11”团购狂欢盛宴！

大牌回馈，千人疯抢
现场，大红色气球拱门、精心布置的金蛋区、转盘区和兑奖区、细心周到的活动指示牌……宏宇荣耀馆以一身耀眼的新装登场亮相！

随着振奋人心的音乐响起，宏宇荣耀馆一切准备就绪。上午 10:00，宏宇荣耀馆迎来首批来自广东罗定的消费者。随着主持人一声口令，

宏宇正式引爆千人团购会，形成全民疯抢局面，火爆之势让行业沸腾！销售额再创新高！

广东佛山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姚卫强现身宏宇活动现场，与客户们一起精心挑选产品、聊搭配、砍价格……共同开启品质购砖之旅！

三大特权优惠、爆款产品底价直销；套餐省心又省钱、七星服务，更可赢现金返现、终极大奖嗨翻全场！宏宇陶瓷为客户公布折扣

及特价，并以“免单大奖 4888 元”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回馈客户。活动钜惠引燃了客户高涨的购买热情，收银处、大转盘处、砸金蛋处

都排起了长龙……真正让客户高兴而来，满载而归。

为了节约时间，有的客户甚至兵分两路，有的负责参观选购，有的提前在收银台前排队准备下单。

大牌品质，我来代言
荣耀大板、柔光大理石瓷砖、缎光大理石瓷砖、瓷抛砖、仿古砖、木纹砖……千种风格、千种搭配，在宏宇荣耀馆现场，客户想要

的每一款产品都完美呈现，并以全屋家居风格设计样本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

本次千人团购狂欢盛宴，宏宇再次以高品质的产品与实惠力度赢得了市场一片赞誉。不少业主在选购心仪产品时盛赞宏宇：“大牌

品质、实惠价格，高颜值、易搭配、每一款都想要！”

好瓷砖，传世臻品质。本次“大牌价到！工厂抢优惠！——2018宏宇陶瓷总部工厂明星特卖会”的成功举办，让宏宇陶瓷的高品质产品、

简奢设计再一次感动消费者，推动销量大爆发！刷新行业新高度！

11 月 18 日，河北迁安宏宇陶瓷位于红星美凯龙

和万嘉国际家居建材城两地旗舰店双双开业。活动当

日吸引了工长、装修公司代表、周边地区经销商同仁

共 300 人到场祝贺，并一起见证迁安宏宇陶瓷发展历

程中的荣耀新篇。

开业典礼上，迁安宏宇陶瓷董事长刘小芹致欢迎

辞，她回顾了从事陶瓷行业 30 年，经营宏宇陶瓷 20

载的历程，并发起诺言“秉持‘用品质说话，用服务交友’

的经营理念，做老百姓买得起，用得放心的好瓷砖”，

一番肺腑之言赢得了在场嘉宾阵阵掌声。随后，老客

户代表上台发言，讲述了选择购买宏宇陶瓷产品的原

因和作为用户的感受，生动的话语打动了在场客户。

为庆祝本次开业，迁安宏宇四店联动举行了开业

大促销活动。焕然一新的展厅形象、劲爆的优惠力度

吸引了客户纷纷抢购，成交喜人。

开业前期，迁安宏宇通过投放当地 11 家重点商城

LED 大屏，向消费者展示了宏宇高端的展厅和品牌形

象，为新店开业造势，吸引了迁安市人民强烈关注。

活动现场火爆的人气更是让迁安宏宇团队满怀信心：

有新展厅和迁安市人民的支持，迁安宏宇必定如虎添

翼，再放异彩。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曹绮琪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曾裕鸿

SALES PROMOTION ACTIVITY

THE GRAND OPENING

迁安宏宇陶瓷董事长刘小芹致欢迎辞

品牌动态丨河北迁安开业品牌动态丨广东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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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宏宇陶瓷杯”
五人制足球比赛举行

江西南昌宏宇陶瓷
设计交流与茶道品鉴沙龙

圆满落幕

12 月 8 日，“鱼跃龙门 • 华耀河津”——第四届“宏宇陶瓷杯”五人制

足球比赛在河津市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活动从 11 月 3 日拉开帷幕到 12

月 8 日赛程全部结束，赛时共计 36 天，由河津宏宇陶瓷员工组成的代表队——

“河津飞超”队，凭借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出类拔萃的球技，获得了比赛的总冠军。

本次活动由河津市体育发展中心主办，市足球协会承办，河津市飞超瓷砖

营销中心协办，吸引了来自周边兄弟县市包括韩城、乡宁、吉县、新绛、万荣、

稷山、河津等多达 18 支球队参赛，参赛队伍和参赛县市都超过了前三届。

据了解，河津宏宇已是第四届冠名“宏宇杯”五人制足球赛。作为冠名单

位，河津宏宇也分别组建了“河津飞超”和“河津宏宇”两支球队参加了比赛。

宏宇陶瓷河津经销商王飞表示“足球是国球。冠名足球比赛，能与热爱足球的

人一起分享快乐，为足球事业的发展助力，这与宏宇陶瓷品牌积极向上的发展

理念不谋而合”。

为在本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在队长王飞的带领下，全体队员利用业余时

间积极训练。此外，河津宏宇曾多次组织和参与篮球、足球比赛等活动，不仅

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同时增强了员工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和拼搏进取精神。“员

工是公司发展的基石，员工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王飞表示。

11 月 8 日下午，“宏宇陶瓷家居设计交流与茶道品鉴沙龙”在江西南昌宏宇旗舰店举行。在浓郁的茶香

和优雅的古筝声中，到场的设计师分享设计，品味茶艺，共同探讨设计的魅力。

本次沙龙活动邀请到江西铭洋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杨君斌先生作为主讲嘉宾进行现场分享。秘境森灵、幸

福里餐厅等餐饮空间案例从毛坯到全案的实现，以及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从设计中走到设计之外，实现从设计

到运营的全案定制，杨总监在现场一一道来。

活动结束前，在南昌宏宇陶瓷旗舰店店长的带领下，设计师朋友参观了全新升级的展厅。店长为大家逐一

介绍了产品特色，设计师们对宏宇陶瓷产品的质量和花色纷纷表示赞赏，并表示出强烈的合作热情。

文 / 市场管理中心 罗丽明

文 / 南昌宏宇

FIVE-A-SIDE FOOTBALL

THE FOOTBALL MATCH

品牌动态丨设计沙龙品牌动态丨宏宇 5 人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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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终端专卖店
生 动 化 物 料

品牌动态丨生动化物料品牌动态丨生动化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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