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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与
济南经销商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9月 10日下午，第十届中国（滨州）国际家纺文化节暨第
三届中国国际服饰文化博览会采购商大会在滨州国际会展中
心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兆华、滨
州市副市长王文禄等出席会议，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崔旗在会上发言。

王文禄在致辞中说，与第一届采购商大会相比，本届大会
层次更高、规模更大。本次大会的召开为滨州家纺企业提供了
一次展示产品、推介产品的机会，希望广大企业家和采购商能
够进一步加强与滨州市家纺企业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采购商代表、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陈设艺术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毕屹说，采购商大会为企业与采购商的沟通交流搭建
起一个专业、高效的平台，既能使各地采购商来到滨州与当地
企业进行对接，又能把家纺节的商贸特征由展示环节转向采
购环节，将政策落到实处，真正服务企业与采购商双方。

与去年首次采购商大会邀请各地采购商前往滨州市主要
家纺企业实地参观考察的做法不同，在今年的采购商大会上，
东方地毯集团等滨州主要家纺企业现场介绍企业的发展情
况。来自全国各地的家纺企业、星级酒店、大型连锁超市、专业
批发市场的采购负责人，与他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洽谈，达成了
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东方地毯集团公司与济南经销商签订
了相关合作协议。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何永玉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几天的活动，我们不仅和济南
经销商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还和其他协会领导对话，并初步
构成了合作意向。”

东方地毯集团始终把产品研发作为企业的重中之重，把
创新决定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先进、高校、优良的
设备，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地毯的完美无瑕和用户需求。”何永
玉指出，“我们有一支极具综合开发能力的技术队伍。我们的
产品在研发上独树一帜，开发研制出众多拥有自主产权的新
款产品，并多次在中国家纺设计大赛中赢得大奖。”

另外，何永玉还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东方地毯集团
2012年地毯销量的总规划。“我们预计销售 360万平方米，较
去年增长 30%以上，按目前的销售情况，或超过预期。”据了
解，东方地毯占全国的地毯市场份额达 20%以上。

据悉，东方地毯集团坚持直销与批发相结合，民用与商用
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成功构建了批发、工程、品牌店等
多渠道并举的营销模式，先后建立了 15个分公司、36个办事
处和分销机构，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中东、东南亚、日本、韩
国等十余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工程实例覆盖澳门君悦
酒店、国家体育馆、上海大剧院、苏州东山宾馆、台湾皇家四季
大饭店等国内外各大五星级酒店，更与日本 NITORI公司、美
国 CAPEL公司、瑞典 IKEA 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

东方地毯集团
参展中国（滨州）国际家纺文化节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记者 王莹

9 月 10 日，滨州国际会展中心
彩旗招展，第十届中国（滨州）国际家
纺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国际服饰文
化博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本届家纺
文化节共吸引了国内外参展参赛家
纺企业 900余家。东方地毯集团有限
公司是家纺节重要的参展方之一，并
冠名了第七届中国家纺手工精品创
意大赛。

滨州地处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
洲腹地 ,是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武圣
孙子的故里 ,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开
发潜力巨大。作为滨州主导产业的纺
织、家纺产业，在国内外影响力和知
名度不断提升。滨州自然资源丰富，
植棉历史悠久，纺织工业发达，被誉
为“中国棉纺织之都”、“中国家纺产
业示范区”和“中国手工家纺创意基
地”。近几年，立足于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拉长产业链，培植产业集群，

在保持棉纺织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发
展家纺产业，已形成集纺纱、织布、染
整、针 (复 )织、巾被、服装等领域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内外影响力和知
名度不断提升。2011年，全市纺织家
纺服装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
税、利润分别为 1845亿元、151亿元、
104 亿元，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的 37.1%、41.7%和 44.4%。到目前，
全市纺织家纺服装企业发展到了
445 家，从业人员 35 万余人，棉纺织
生产能力达到 1200万纱锭。

自 2003 年以来，滨州市已连续
成功举办了九届家纺文化节。据悉，
本届中国（滨州）国际家纺文化节暨
第三届中国国际服饰文化博览会由
中国家用品纺织行业协会、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中国服饰文化委员
会、山东省经信委、山东省妇联、山东
省纺织工业协会和滨州市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
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夏志

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家
纺节的规模比往年大了 , 产品种类、
参展企业也比往年增多了 ,家纺产品
推陈出新 ,更多南方、国外的商家主
动来投资。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的情
况下 ,第十届家纺节还有这么多亮点
实属不易 ,这也说明滨州市纺织产业
逆势而上 ,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
品牌展会了。”
“其实滨州市乃至山东省已经在

产品、产业结构以及原料上开始有所
调整 ,比如有些家纺产品用多功能纤
维、废旧塑片替代棉花生产出地毯、
毛巾等家纺产品 ,在抗菌、除臭以及
舒适度方面有所增强。”夏志林说 ,本
届家纺节上出现的新亮点也表明很
多企业的营销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纷
纷打出自己的专有品牌。如何调整产

业结构关键在于怎么结合企业自身
的定位 ,再根据市场不同阶段的不同
需求来发展 ,“尤其是家纺产品 , 必须
要向着适应市场需求的方向来发展 ,
对滨州目前的纺织业现状来说 ,就是
要向中高端方向发展 ,从初加工到深
加工再到精深加工 ,以展会为契机 ,找
准机遇 ,推动滨州纺织企业发展。”

本届家纺节亮点很多 ,也有不少
新产品。其中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的挂毯系列享誉全国 ,这次展出的不
仅有《清明上河图》挂毯，还有异国风
情的伊朗挂毯 ,让人耳目一新。

节会以“创新、融合、发展”为宗
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节
会为平台，充分展示滨州家纺服装服
饰产业文化底蕴，提升产业品牌，扩
大产业影响，开拓国内外市场，努力
打造滨州城市名片和节会品牌，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东方地毯《龙行天下》获第七届

中国家纺手工精品创意大赛金奖

本报记者 王莹

“东方地毯杯”第七届中国家纺手工精品创意大赛颁奖大
赛于 9月 11日下午落下了帷幕。
“全部作品都由纯手工完成，主要为供家庭使用或陈设的

布艺和用各种纺织材料创作的家庭用品以及具有地方特色、
市场前景广阔的针织、刺绣等家纺类手工艺品。”东方地毯有
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史新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道。

据悉，本次大奖赛参赛作品主要由山东省、滨州市妇联，
滨州市经信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集。经过初步筛选，共有天
津、河北、河南、四川、海南、新疆、辽宁、江苏、黑龙江以及山东
省威海、烟台、潍坊、青岛、济宁、菏泽等地的 1600多件作品参
加评选。韩国也有一批手工作品继续组团参赛。

本次大赛将挖掘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家纺手工艺
品，进一步丰富家纺产业的产品种类，提升家纺产品的质量和
水平，拓宽家纺产业文化内涵，也为带动城乡妇女增收致富搭
建平台、拓展空间。

此次大赛评选出金奖 17个、银奖 22个、优秀奖 50个。其
中地毯类评出金奖 2个、银奖 2个。

其中，地毯类金奖获得者分别由东方地毯有限公司选送
的手工地毯《龙行天下》和阳信瑞鑫毛制品有限公司选送的
《唐卡》获得。

记者在采访《龙行天下》的设计制作者刘振光时，他这样
说道，“我们是根据生肖的题材，发挥创意完成了这个作品。包
括作图、后续加工，花了好几个月，工艺十分繁杂。”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
员、中国服饰文化委员会主席、人民解
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
山东省副省长张建国在滨州市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光峰等市领导陪同下
参观了展厅。

在东方地毯展厅前，各位领导驻
足流连，对展示的《清明上河图》赞不
绝口，并与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韩洪亮进行了交流。韩洪亮介绍
了东方地毯集团研发的产品和代理的
伊朗挂毯等。据了解，东方地毯集团拥
有国际最尖端的英国阿克明斯特地毯
织机、威尔顿电脑提花剑杆织机和美
国、日本簇绒地毯织机，并备有先进的
纺丝、加捻定型等配套设备。“这幅机
织《清明上河图》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韩洪亮介绍道，“我们还是伊朗手工挂
毯在中国的总代理，这些手工挂毯既
有商业价值，又有收藏价值。”

据悉，展厅陈列的纯手工挂毯是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从伊朗进口
的 ,也是第一次亮相中国 (滨州)国际家
纺文化节。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介绍 , 伊朗被认为是地毯
编织艺术的发源地。地毯不仅代表着
伊朗悠久浑厚的文化 , 也是波斯文明
的象征,而伊朗挂毯更是久负盛名。

2012 年年初 ,东方地毯与伊朗的
地毯企业签订协议，从而开始进口伊
朗挂毯并逐步开展在全国各地的销
售工作。伊朗挂毯被认为是尊贵高雅
的象征 ,价格几万元甚至更高 ,但销售
量一直不错。“这次伊朗挂毯是第一
次参加中国(滨州)国际家纺文化节 ,很
多来参展的市民都没见过 , 都感觉很
新鲜 ,过来询问的客商也特别多 ,公司
引进这样的异国产品也是为了丰富
产品形式 ,提升销售范围。”韩洪亮表
示。

按照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隆重
热烈、讲求实效的总体构想，本届节
会主要安排“展示、洽谈、比赛、会演、
产学研”五个方面的活动。
“展示”，即展示滨州纺织家纺服

装产业取得的突出成绩，分设企业特
装展区和县区特装展区。
“洽谈”，即举办国际家纺采购商

大会。邀请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大型连
锁超市、专业批发市场等负责人与滨
州骨干纺织家纺服装企业负责人进行
面对面洽谈交流，寻求合作商机。
“比赛”，即举办“第七届中国家纺

时尚产品大赛、第七届中国家纺时尚
产品设计大赛和第七届中国家纺手
工精品创意大赛”。
“会演”，即在节会期间各县区、各

企业组织特色文艺节目轮流在会展
中心展演，弘扬地方文化，烘托节会
氛围。期间，举行三项大赛颁奖仪式。
“产学研”，即举办“滨州家纺产学

研对接会”。组织召开由国内部分重
点高等院校、家纺设计工作室的专

家、学者与滨州市纺织家纺企业共同
参加的产学研对接会，解决家纺产业
发展中的技术性难题，探讨家纺产业
发展的前沿性课题，推介家纺产业科
研成果，促进我国家纺产业升级。另
外，节会筹备和举办期间还举办了节
会推介会、开幕式、招待酒会、招商引
资签约仪式等活动。

在总体布局上，分为展示区和大
赛区两部分。展示区:分设企业特装展
区、县区特装展区，重点展示近年来
滨州纺织家纺服装产业的新成就、新
亮点。大赛区:继续举办三项大赛的第
七届比赛，即第七届中国家纺时尚产
品设计大赛、第七届中国家纺手工精
品创意大赛和第七届中国家纺时尚
产品大赛。

当天下午，还举办了国际家纺采
购商大会和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此次招商引资签约仪式，安排
了 15个重点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投资
总额 72.99亿元人民币，节会期间还
有部分项目陆续签约。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会长杨兆华指出，当前，我国家

纺行业面临的内外环境仍然十

分复杂，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但

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

的人才，只要共同努力，一定能

够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新的发

展。希望各参展参赛企业和国

内外客商能够以本届国际家纺

文化节为契机，在家纺产业这

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示，交流信

息，寻求合作，共谋发展。

东方地毯惊艳亮相家纺节

节会期间精彩不断

东方地毯深耕品牌营销

与会领导在展会上与面塑工艺师王桂苹交流

与会领导在展会上与东方地毯董事长韩洪亮进行交流

东方地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何永玉发表演讲

“东方地毯杯”第七届中国家纺手工精品创意大赛
金奖作品《龙行天下》

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夏志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家纺节的规模比
往年大了,产品种类、参展企业也比往年增多了,家纺产品推陈出新,更多南方、国外的
商家主动来投资。在国际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第十届家纺节还有这么多亮点实属
不易,这也说明滨州市纺织产业逆势而上,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品牌展会了。

家纺节东方地毯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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