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CONTENTS

004     前言 
              Foreword

008     业界评价
              Comments

044     丰硕成果 
              Achievements

052     展会盛况
              The Exhibition

072    主体活动
              Events

102    媒体聚焦
              Media Reports

182     后记
              Afterword



前言 Foreword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005004 / 

并主持大展启动仪式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深圳市经贸信

息委主任郭立民担任组委会副主任。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本届大

展收获了巨大成果 ：

一、展览规模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展览总面积 15000 平方米，是全

球展览面积最大的工业设计展。分为十个展区，参展商共计 198 家，

比去年增加 22 家，集中展示了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余件

全新性、前瞻性、体验性、挑战性的设计作品。

二、展览机制再度创新 ：在去年引入伦敦 100% 设计展专家评审机

制之后，今年又引入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邀请数位全球设计

大师现场举行 2015 新品发布会。全面启动“1+5 ：设计 × 制造业”

配对服务，促成设计与产业无缝对接。继续保持全国首创的“设计

导览”免费服务，全面营造市民参与体验设计的创意氛围。

三、国际化程度高 ：国际展区展示面积达到全馆的 70%，比去年增

长 10%。198 家参展商中，海外参展商高达 138 家，与去年相比增

长 30%，国内参展商 60 家。

四、展区规划上聚集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新增设计前沿（智

能可穿戴）展区和创客空间展区，引入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

Misfit、全球领先的肌肉测量可穿戴技术公司 Myontec、意大利知

名开源硬件汽车公司 OSVehicle、世界最大原型样车制作工作室

Vercamodel、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 VONDOM、意大利知名设计公

司 EMO DESIGN 等机构参与。     

五、全球工业设计领域最顶尖的五大奖项首次集体亮相设计大展。

六、全球创客巨头集结深圳 , 共同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打造

世界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

七、全球最先进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和众多前瞻设计产品精彩亮相

设计大展。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 Misfit 开发的智能纽扣 Misfit 

Shine 身体监视仪，乔凡诺尼设计的 REED 智能眼镜，美国星火奖

作品 EDYN 花园浇灌传感器，丹麦的 Seed 婴儿变形车，黑川雅之

设计的 MOSAIC（镶嵌）床，大疆创新 DJI 最新研制的无人机 DJI-

INSPRIE1 首展 , 腾讯公益开发的为盲人发声“悦读盒子”，睿讴科

技开发的智能水杯 ocup，全球第一款通过汽车开源硬件平台创造

的车辆 TABBY，意大利流水智能餐厅，55 度智能水杯，穿戴式心

电监测仪，咘瓜儿童智能手表，儿童防丢智能手环，GOCCIA 健康

测试仪等等近 5000 件展品精彩亮相。

八、全球首部中西合著的设计巨作《设计进化论》新书发布。这是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设计案例分析及高端对话书籍，由两院院士、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作序，ICSID 国

际工业设计联合会主席布兰登 BRANDON 作跋并推介，联想全球副

总裁姚映佳、清华美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鲁晓波隆重推荐。

九、全球数百位设计大咖集结深圳，设计风暴席卷鹏城。本届设计

大展，总共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芬兰、西班牙、日

本、韩国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 142 位海外设计师出席大展，其中 45

位全球顶尖设计大师，全球工业设计巨擘美国顶级设计大师凯瑞

姆·瑞席（Karim Rashid）、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斯蒂凡诺·乔凡

诺尼（Stefano Giovannoni）、日本国宝级跨界设计大师黑川雅之

（Masayuki Kurokawa）、世界最领先的智能可穿戴公司 Misfit 创始

人斯瑞达·艾扬格（Sridhar Lyengar）等在展会现场开坛设讲，碰

撞思想火花和智慧光芒，引起全球设计界高度关注。

十、同期配套活动高端丰富 ：举办 4 场新品发布会、5 场主题报告

会、12 场设计工作坊、138 场产业对接会，以及深圳开放创新圆桌

会议、《设计进化论》新书签售会、2014 星火国际设计概念奖评审

会议、GOOD DESIGN AWARD 设计之夜等活动。海内外几百家企

业、设计机构、院校及设计联盟出席。

十一、组委会定向邀请专业买家组织产业对接，为参展商提供一站

式专业服务，赢得社会各界高度赞许。展会四天，实现中外企业

对接 859 次，初步达成意向 543 个，落实项目前期合作 78 个。观

展人数超过 20 万人，其中专业买家 38610 人，占 19.1% ；学生

33497 人，占 16.6% ；社会大众 26749 人，占 13.2% ；专业观众

103251 人，占 51.1%。 本届大展还吸引了国内 25 个经贸团的 350

人前来参观并寻求合作。

十二、吸引国内外 500 余家媒体跟踪报道。其中《瞭望东方周刊》

以“设计改变中国”做为封面故事，对深圳工业设计进行深入和全

面的解读。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12 时整，百度搜索“中国（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找到相关报道约一千四百五十万条结果。

谨此，我们编撰本册，向对大展付出辛勤劳动的政府领导、海外友

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创新改变世界，

创造成就梦想。相信在各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深圳）国际工业

设计大展定将打造成为引领世界设计风向标的专业化、高端化、国

际化的设计大展。

11 月 29 日 -12 月 2 日，被誉为“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的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SZIDF）在会展中心 9 号

馆成功举办。

本届展会以“开放创新 ：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

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等领域，瞄

准现代工业设计开放创新趋势，搭建国际设计产品和创新成果展示

平台。展会的展览规模、展商品质、现场服务、专业化水平以及国

际化程度均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达到了预期效果。工业和信

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高度评价此次展会，提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排头兵，坚持开放创新，以“深圳质量”为新标杆，引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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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成功举办

国工业设计产业不断发展，相信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将促进中国

工业设计发展，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深圳市市

长许勤在参观本届工业设计大展时表示，要牢固树立“深圳质量”

的理念，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和创客融合发展，以创意设计引领

提质量、调结构、促转型，为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迈向质量时代，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本届展会的成功，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悉心指导和全力协

调，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大展筹备方案中重点批示，提出“要按国际

一流标准办好展会”。由深圳市经贸信息委牵头，专门成立了大展组

委会，由深圳市副市长陈彪担任组委会主任，多次听取大展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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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design masters to hold their own products releasing 

meeting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industry. Providing the free design 

tour service, citizens can then experience design more comprehensively.

High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splay area holds 70% of 

the total fair area, increasing 10% than last year. In the 198 exhibitors, there are 138 

overseas exhibitors, increasing 30% than that of last year. There are 60 exhibitors from 

China.

Gathering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to each exhibition area, 

adding the Design Frontiers (Wearable Technology) exhibition area and Makers' Village 

area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 industry leading exhibitors including: the global 

wearable leader Misfit, World's first and only muscle sensing smart Tech company 

Myontec, famous Italian open source vehicle company OSVehicl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totype car model company Vercamodel, Spanish leading furniture brand 

VONDOM, famous Italian design company EMO DESIGN, etc..

Top five world leading design awarding products showed at the design fair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World leading makers gather together in Shenzhen, announcing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making the unique city of makers in the world.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intelligent wearable products and forward-looking 

products were gathering at the fair. For example, �tness and sleep monitor Mis�t 

Shine, REED intelligent glass designed by Stefano Giovannoni, Spark Award product 

- EDYN garden soil water sensor, foldable SEED Stroller, MOSAIC bed designed by 

Masayuki Kurokawa, "The Voice Doner" for the blind developed by Tencent Charity, 

intelligent ocup developed by Rrioo, TABBY – world's first vehicle created through 

vehicle open source hardware platform, restaurant Happy Fish Word, 55 ° Intelligent 

Cup, wearable ecg monitoring device, BUGA intelligent watch and intelligent hand ring 

for Children, GOCCIA healthy monitor, etc., nearly 5000 exhibits displayed at SZIDF. 

The new book releasing Design Revolution. The Design Revolution is the first 

industrial design book written by east and west designers, including industrial design 

cases analysis and high-end dialogue. The preface is written by Dr. Lu Yongxiang, 

academician of CAS and CAE, former president of CAS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ith postscripts written by Icsid president and CEO of 

Good Design Australia, Brandon Gien;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Mr. Yao Yingjia, Vice 

President of Lenovo Group, and Mr. Lu Xiaobo, Dean of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undreds of top design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ather in Shenzhen to 

bring a storm of design. SZIDF2014 has attracted 142 foreign designers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United States, Germany, Italy, Finland, Spa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etc., among which 45 are the world's top designers. Karim Rashid, 

the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the Americas, Stefano Giovannoni, Italian 

talented designer, Masayuki Kurokawa, the world-renowned architect and industrial 

designer and Sridhar Iyengar, the founder of Mis�t Wearables have given speeches in 

the exhibition center and shared their thoughts, which have attracted highly attention 

from the global design �eld.

Abundant high-end accessory events including 4 New Products Launching, 5 

Keynote Presentations, 12 Design Workshops, 138 Networking Meetings, 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Roundtable Conference, Design Revolution New Book Releasing, 

Review Meeting of Spark Concept Design Awards 2014 and Design Night of 

GOOD DESIGN AWARD, etc., which have attracted hundreds of enterprises, design 

organizations, colleges and design unions from home and abroa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invited professional buyers to the networking 

meetings so as to provide one-stop professional service for exhibitors, which 

has won highly prais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Fair has realized 859 meetings 

between enterprises from home and abroad, among which 543 have reached a 

primary intent of cooperation and 78 preliminary project cooperation.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has reached over 200,000, among which 38610 are professional buyers, 

33497 are students, 26749 are the public and 103251 are professional visitors, 

accounting for 19.1%, 16.6%, 13.2% and 51.1% respectively. The Fair has also attracted 

350 persons from 25 economic and trade delegations to seek for cooperation.

Attracting full-process tracking report by more than 500 media from home 

and abroad. The Oriental Outlook has made a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to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with a cover story themed on "Design 

changes China". As of 12:00, December 4, 2014, approximately 14.5 million entries of 

report had been searched on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Baidu.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great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leaders, friends from overseas,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and new media. Innovation 

changes the world and creates your dreams. We believe that with our joint e�orts,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ill become a leading professional, high-

end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 fair.

From Nov. 29 to Dec. 2, the second edition of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known as the World's No.1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Hall 9 of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Shenzhen, China.

With the theme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the fair focuses on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ies and hardware, open resources and makers,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fe and other fields, aiming at building a showcase for 

international design products and innovations centering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 of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Because of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quali�ed 

exhibitors, excellent onsite services as well as high level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ZIDF 

2014 has received lots of highly complementary comments from all industries of the 

society, achieving the expected results. Mr. Zhu Hongren, Chief Engineer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spoke highly of the Fair and stated 

that, as the vanguar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adheres to open 

innovation and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y of the nation with 

"Shenzhen Quality" as the new benchmark. He believes that SZIDF will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sig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us the transition from "Made in China" 

to "Created in China". Mr. Xu Qin, Mayor of Shenzhen said that, to fi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Shenzhen Qualit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improve quality,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and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ree 

changes"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era of quality.

Thanks to the plenty of help from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henzhen, SZIDF 2014 

was successfully held. Under the help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Economy, Trade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SZIDF 

2014 was set up, in which Mr. Chen Biao, Deputy May of Shenzhen took the position as 

director and Mr. Gao Guohui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and 

Mr. Guo Limin (Director General of ETICSZ) are deputy directors. Mr. Xu Qin, Mayor of 

Shenzhen, wrote that, "organize the Fair according to the world-class standards".

Highlights of SZIDF 2014

It is the largest scaled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the world with an exhibition 

area of 15,000 square meters. SZIDF exhibits 5,000 brand-new, forward-looking, 

experiencing and challenging exhibits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fair is divided 

into ten exhibiting zones with 198 exhibitors in total, an increase of 22 compared to 

last year.

New display mechanisms: after introducing the experts review mechanism from 

100% London, this year, the fair introduces the new products releasing from CES,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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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彪

深圳市副市长

Mr. Chen Biao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白天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Mr.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深圳作为一座创新型城市，在设计创新方面

取得了显着成绩，大展已经成为深圳建设国

际化先进城市的重要载体，为国家创新驱动

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国际化样板。希望展会坚

持“打造全球设计风向标”的办展目标，办

成引领世界设计风潮，专业化、高端化、国

际化的品牌盛会！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

As an innovative city, Shenzhe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design and innovation. The Fai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building Shenzhen 

as a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city and served as an 

international model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driven 

by national innovation. I hope the Fair will adhere to 

its objective as "guiding the world design trend",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high-level and internationalized 

brand event that leads the trend of global design.

— Mr.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这是一个设计界的盛会，来自海外的杰出设

计人才与深圳本土设计师一起创新创业，有

利于推动深圳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深圳质量。

深圳将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创新创意产业

发展，全力打造全球创客乐园。

——深圳市副市长陈彪

This  is  a  grand event of  the design industr y. 

Outstanding design talents home and abroad d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gether,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henzhen industries and improvement of Shenzhen 

Quality. Shenzhen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etter and make 

e�orts to build a paradise for global makers.

— Mr. Chen Biao,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许勤

深圳市市长

Mr. Xu Qin
mayor of shenzhen

朱宏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Mr. Zhu Hongren
Chief engineer and Party member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大量海外企业纷纷来深圳参展，是国家和深

圳经济发展的体现，也说明了设计市场正在

逐渐向中国转移，设计引领制造业的局面将

会来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

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说市场在哪，设

计师就在哪，把转型升级通过设计，来引领

我们制造业、装备业的发展，通过设计来改

善来百姓的生活，是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

道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朱宏任

It is a re�ection of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Shenzhen 

and China that numerous overseas enterprises have 

come to Shenzhen for exhibition one after another. It 

also shows that the design market is moving towards 

China and the era will come when design leads 

manufacturi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e will enjoy a large market, 

which is bound to attract excellent designers.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design will lead 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equipment 

industries. It is a unique way you've chosen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design.

— Mr. Zhu Hongren, Chief Engineer and Party Member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为加强国

内国外，深圳和其他地区间交流合作提供了

重要平台，为进一步激发灵感和创意提供了

新的载体，为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注入了强

大正能量；希望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

相关机构共同努力，牢固树立“深圳质量”

的理念，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和创客“四创”

融合发展，以创意设计引领提质量、调结构、

促转型，为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迈向质量时代，发挥更加积极的

作用，并推动大展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

发展，进一步转型升级并全面迈向质量时代。

——深圳市市长许勤

SZIDF provide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henzhen and other areas, as 

well as a new carrier for further drawing inspirations 

and innovations, infusing great strength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I hope 

that SIDA and other related institutes work together 

to �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Shenzhen Qualit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improve quality, 

stru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and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ree chang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and high level 

development of the Fair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era of quality. 

—Mr. Xu Qin, Mayor of Shenzhen

领导的鼓励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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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的认可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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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展会看起来真的很好，有许多人到我们丹麦国家展区参观，许多

洽谈都在进行中，我们对这次的展览成效非常满意。我非常确定我们明

年会继续参加大展，会带来更多的设计师和作品，希望我们能够在深圳

找到新的商业伙伴，这仅是个开始。

The fair this year seems really good, we see a lot of people coming to our Danish pavilion, 

a lot of business is going on, and we feel it is really good. I'm pretty sure that we'll come 

back and with even more design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nd new business relations 

here in Shenzhen,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e start. 

DESigN DENMarKJ5-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不仅有产品展示，还设置了讨论和答疑的

互动，向中国设计发问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思，这个展会给了我们这

个参与的机会，展会的观众质量非常高，数量非常多。

It is one of our �rst experiences in China,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have a discussion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and to question something about design in China for us, and this 

fair gives us a chance to do so, on a very high level of visitors, and very high number of 

visitors. 

李炳才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驻会副会长

Mr. Li Bingca
Former standing Vice-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年轻城市，深

圳人的创造热情和在设计方面的不懈追求，

让我感到十分感佩。两岸文化底蕴同源、发

展前景同向，交流需要同心，衷心期待两岸

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企业、设计机构及设

计院校等能够多交流、多联动、多融合，积

极促进两岸设计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共同

推进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同

胞团结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驻会副会长李炳才

Shenzhen i s  a  young c i t y  fu l l  o f  energy and 

enthusiasm. I have keen appreciation for the creative 

enthusiasm and tireless pursuit in design of Shenzhen 

people. As the �rst "City of Design" in mainland China 

authorized by UNESCO, today's Shenzhen enjoys a 

large number of active design elites and a group of 

enterprising professional design institutes, a treasure 

that Shenzhen is proud of. We share the s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objectiv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 are of one mind: I truly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exchanges,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s 

between the designers, design enterprises, institutes 

etc.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for new 

achievement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ross-

strait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Let's join hands 

in unity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nation's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 Mr. Li Bingcai, Former Standing Vice-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在这次大展期间能够举办海峡两岸设计论坛，

我们期待透过两岸设计的力量，能够形成战

略合作的同盟；也透过团队的力量，共同来

推崇华人设计及民族的品牌；通过两岸文创

产业的交流和融合来共同发展，来推动两岸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创新，积极构建两岸文创

业交流的长效的机制，进而为推动两岸经贸

合作作出突出贡献。

——三三会会长、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海峡交流基金会原董事长江丙坤

The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during the Fair is 

expected to form a strategic alliance through cross-

strait design forces, promote Chinese designs and 

the national brands together through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 of industries 

across the straits through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cross the straits, 

actively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and 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cross-stra i 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 ion 

accordingly.

—  M r.  J iang Bingkun,  Pres ident  of  The Third 

Wednesday Club, CEO of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江丙坤
三三会会长、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海峡交流基金会原董事长

Mr. Jiang Bingkun
President of the third Wednesday Club, Ceo of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林洁
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Ms. Lin Jie
standing member of shenzhen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大展期间举办这次海峡两岸设计论坛，有利

于打造两岸文创交流的平台，构建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的新契机，推动两岸文化品牌的共

同发展，共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辉煌。让

我们携手共进，以设计点亮生活，以创新赢

得未来。

——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洁

The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during the Fair can 

help in creating a platform for cross-strait cultural 

and creative exchange,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more and deep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moting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ultural brands and building a brilliant future together. 

Let's work together to liven life with design and win 

the future with innovation.

—  Ms. Lin Jie,  Standing Member of Shenzhen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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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THYgE & CO, DENMarKJ5-6

感谢深圳市举办这个展会并且邀请了丹麦团的公司来参展。这也是一个

向中国的企业展示丹麦设计能够帮助提升产品开发，生活方式，环境的

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自豪。深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的城市，它

是集科技创新为一体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深圳的公司很注重创新，我

们希望以好的设计的方式加入进来，使创新和设计联手。 

I'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Shenzhen city hosting this fair and invite Danish pavilion, 

Danish companies to the fair, 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for Chinese 

companies what Danish design can help product development, to lifestyle, environment, 

so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here. Innovation to my point of view we came to Shenzhen 

and this is right place to be here. We can see that Shenzhen as a c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ties due to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ll the companies in Shenzhen are 

focused on innovation, we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with good design, so innovation and 

design goes hand in hand.

SEiDENFaDEN DESigN 
COPENHagENJ5-5

展会组织的很好。这样的展会在欧洲是没有的，确实很独特，这也是一

个有质量的展会。

The stands are well-organized, this kind of fair hasn't been in anywhere in Europe, it does 

make it special, I think it is a quality fair.

HOlSCHEr DESigNJ5-2

有很多很优秀的工业设计师都参与了工业设计大展，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能够参与其中。在展会现场看到了许多好的展品，他们不仅对社会做出

了贡献，还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例如改进了生产方式，方便消费者

使用等。这些设计产品确实很实用，而不单单是设计出好的外形。

Many outstanding industrial design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is fair; we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us. We found lots of good exhibits in the fair. The good designs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mproving production 

mode, consumer friendly, not merely with a good shape. 

gOOD DESigN awarDJ4

这个设计展让我很有感触，它非常的国际化，规模很大，与欧洲同类展

会差不多，展位的搭建质量很高，组织的很好。

I'm very impressed of this design fair, it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I think it's big, it's the 

same kind of fair like this in Europe, it's very high quality of the stand, and it is very well-

arr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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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OwE3

这次大展办的非常成功。一方面，从这次大展可体现政府对工业设计高

度重视与支持；二来，国际知名大师的广泛参与，使得此次的展会更加

的精彩丰富，同时也能从各国的设计中学到不少；三是通过此次参与展会，

促成木马设计的业务量。

It's a very successful fair this year. 1st,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pays high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design. 2nd, many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design masters participate 

in SZIDF, making the fair more wonderful and colorful, we learnt a lot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exhibitors. 3rd, it contributes a lot to Moma's business volume. 

MOMa DESigND2

今年是深圳宝嘉能源有限公司（MIPOW）第二次参加中国（深圳）国际工

业设计大展，此次展会吸引了来自珠海、广州、北京等多个地方的参观者，

很大程度地提高了 MIPOW 的知名度，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让 MIPOW 与众多优秀品牌相互学习、交流。

We are also an old exhibitor for SZIDF 2014. The fair this year attracts visitors from Zhuhai, 

Guangzhou, Beijing, etc., which increases our brand vi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good platform for us to learn and communicate with numerous outstanding brand 

companies. 

3NOD iDCC1

去年参加过展览会结果非常好，今年觉得也跟去年差不多，挺好的，觉

得会有更好的收获，谢谢主办方再次邀请我们参加展会。

We got a great customer at last year's SZIDF, and think this year's fair is the same as last 

year. We think we can get more this year, many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MOTO DESigNC4

时光如水，水月如梭，转眼间已到了工业设计大展的第二届。在协会的

领导下也和协会同仁们的细心编排下，让我们为期四天的第二届工业设

计大展取得圆满成功。让三诺集团在这次展会上大放异彩，在智慧展区

里体现出三诺对智慧生活的理念和设计。希望工业设计大展一年比一年

优秀，一年比一年有影响力，给我们中国工业设计再次添加一抹亮丽的

光彩。

It's our second time to participate in SZIDF.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e�orts of the SZIDF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our colleagues, we got a great success at the 2nd fair. In the 

area of smart life, 3NOD displayed its smart lifestyle and design theory and harvest a lot. 

Hope SZIDF can be better and more in�uential years after years, and be the proud of 

Chinese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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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ED iNNOvaTiONF32

SZIDF 真的是个很好的展会，我们从中收获颇多，这是第二次参加，下一

年一定还会参加，我非常愿意把 SZIDF 推荐给自己业界的朋友。我们从

SZIDF 已经获得的合同金额已经超过了 100 万人民币。这个展会对我们来

说非常重要。

We are very satis�ed with SZIDF this year. This is also our second time exhibited at SZIDF, 

and de�nitely will exhibit at SZIDF next year. We''d extremely like to recommend SZIDF 

to our friends in the industry. The total value of orders/purchases/contracts received by 

our company at the event is more than 1,000,000 RMB Yuan. This event in general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business.

ECOJuNF18-19

我觉得很感动，很受欢迎。在这里一点都不拘谨，可以发现很多想法。

人们都想创造东西，尝试做新的东西，这对于我来说很有意思。

I feel very impressed, very welcomed from your side.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be here, 

there are big amount of ideas that can be found here. The intention is behind all the 

people, they all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new, which is 

interesting for me. 

arT MaKEr’S garDENF4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展会，有许多开源创新的设计。也是一个不同的人聚

会谈开放创新的好地方。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中国真的很好，

因为中国正在开始开放设计，这里有许多的工厂，人们对项目很感兴趣。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ir,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open source and innovative designs, 

and it's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di�erent people to get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design on 

open innovation. So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And it's really nice in China because 

China is beginning to open design, open innov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ies, and 

people interested by projects. 

iNTErFabSF4-7

了不起，许多人带着很棒的想法和设计来，我们也看见了一些让人惊艳

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未来的项目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是创客，而

不是设计师，但是我们很愿意成为设计师，我们的首要人事物做一些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要好看。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项目可以为我们接下来的项目

带来灵感。我们也会在欧洲来大力宣传这个展会，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

的世界里这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盛会。

It's amazing, lots of people come with great ideas, great design, we saw some amazing 

stu� here, and it's very inspiring for the future of our project, as you know we are makers, 

so we are not designers, but we'd love to become designers, our first rule is to make 

some products, and then they can be nice to see, have a good looking, will be great. 

So there are lots of projects can inspire us for the next project, and we will do the great 

promotion of this fair in Europe, because I think it will become a major event in ou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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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i-iNNOvaTiONS 大疆创新G

这个城市真的被设计在驱动着，我认为它还会成长的更快。我们期待在

大展的帮助下能够与中国更多的公司进行合作。

The city is really running around design, I think it will grow up faster, faster and faster. We 

want good partnership, to increase our business here in China, with your help.

EMO DESigNH17

此次大展瞄准现代工业设计创新与变革趋势 , 鼓励创新和创造，充分展示

了当下技术与艺术逐步并流的趋势。来自全球近 20 个国家的展品让我们

全面领略到世界最前沿的设计理念与产品应用价值。借由此平台，我们

也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接触到大疆创新的最新产品，取得了积极的反响。 

The fair this year aims at innovation and change trends of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encourages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fully demonstrates the trends of combination 

of current technology and art. Exhibits from nearly 20 countries allow us to 

comprehensively appreciate the world's most cutting-edge design theory and products 

application value. By this platform, more people can have a closer contact with the 

newest products from DJI, and we also got lots of positive feedbacks. 

DESigN42DaYH13

这次大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平台，在这里可以与全球顶

尖的设计大师和行业领先的设计机构零距离交流，向他们学习取经，还

能亲自体验获得各大国际奖项的优秀作品，让人大开眼界。大展的各种

配套活动也精彩纷呈，这是一个设计界的 PARTY。

This Fair provides us with a very valuable platform, where you can hav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with and learn from the world's top designers and industry-leading 

design institutions. You can also experience in person the most exciting and oustanding 

award-winning design work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at's more, the various events of 

SZIDF are no less colorful. It is truly a PARTY of the design industry!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SiiD）C5

来这里参加大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有许多人对我们的产品特

别感兴趣。观众非常的考究，有问材料的，有问是由什么制作的，这对

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反馈来提升我们的产品。有许多

的人对好的设计非常感兴趣，这也是展商想要在展会上所乐见的。我们

是德国，卡塔尔，迪拜，莫斯科等非常多的设计盛会的媒体合作伙伴，

必须说这是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个展会。

It's a really good experience being her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products. The audience here is very picky, they ask for the materials, how it is made 

of,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being that picky can improve our products, we 

can improve what the feedback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good thing is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terested in good design, so this is what exhibitors want to �nd out in the 

fair. This is not such a common fair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a media partner of many 

events from Germany, Qatar, Dubai, Moscow, and I must say that here is the very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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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专家评审团专业点评
 
the Jury

李淳寅

首尔设计中心执行长

Soon-in Lee
President of seoul Design Center

凯瑞姆 •瑞席

美国工业设计界顶级设计大师

Karim Rashid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the 
Americas

我认为此届大展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大展，还

将成为世界顶级的盛事。我们应该到 SZIDF 看

真正的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这些设计不仅

国际化，而且美妙不可言喻，对变革而言举

足轻重。对我来说，这里是设计的天堂。我

爱设计，也一直认为设计是改变世界、改善

生活的重要力量。

——美国工业设计界顶级设计大师

凯瑞姆 • 瑞席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fair, and why I want to say 

I think this is not only the b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China, but can become THE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the 

world. So to walk into this fair and to see real industrial 

design, real product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that 

not only global, but also really quite beautiful and 

signi�cant to the way the landscape is changing. For 

me it's a paradise. I love design and I always knew that 

design was a great faction for changing this world, for 

a betterment of society. And that's the original agenda 

of design sinc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Karim Rashid,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the Americas

今年和去年有很大不同。我发现今年大展汇

聚了很多中国原创性的作品，中国有非常多

年轻而且勤勉的设计人才。大展的重要使命

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年轻有为的设计师。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设计师应该思考

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

——首尔设计中心执行长李淳寅

This year is much different than last year. I found 

this year, there are much more original designs from 

China. I found so many young design talents and is 

very diligent from China.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is 

exhibition to show how much talent for the Chinese 

young designers, for the future it will be one of the 

challenges for them to show their talent. So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culture, so you'd better to look 

better into yourself to �nd more, to develop your own 

identity of Chinese design.

— Soon-in Lee, President of Seoul Design Center

TDC 台湾设计展团I3

很荣幸能有机会参加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这么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参与使得大展成为真正的国际盛事，并反映了深圳“设计

之都”的号召力。我很高兴地看到 SZIDF 在变得更好，今年的整体形象较

之去年已经相当成熟。深圳市长和副市长参观了我们“香港设计”展团

并花时间理解我们的设计，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希望明年我们会成为

SZIDF 的合作伙伴 ，用更多的时间来策划，让更多的会员得以展示自己的

创作。 

It's our hono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in the 2nd SZIDF. This is a real international 

event with so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participation, and also shows the in�uence 

of Shenzhen, as a "City of Design". Glad to see that SZIDF is becoming better, the overall 

image is more mature than last year. The mayor and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visited 

our Hong Kong design pavilion and took time to understand our design, which is our 

great honor. Hope next year, we can be SZIDF's cooperation partner, using more time to 

plan, and let more members display their works. 

香港设计展团 HONg KONg DESigNI2

很荣幸今年能够再度受邀参加 SZIDF，大大提升台湾设计力在国际间的能

见度，SZIDF 的设计能量是有目共睹的，在会中的交流使本中心获益良多，

特别感谢从筹备阶段就不遗余力协助的深圳工业设计行业协会的相关工

作人员，我们 2015 SZIDF 见！

It's a privilege for us to be invited again to participate in SZIDF; this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Taiwan design. The design energy of SZIDF is obvious to all. 

We learnt a lot from the events communication, special thanks to the working sta�s at 

SIDA who spare no efforts to help make prepar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see you at 

SZID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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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可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Renke He
Dean and Professor at school of Design, Hunan 
University

陈文龙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执行长

Chen Wenlong
Ceo of taiwan Design Center

创意产业这一部分我想在现在这次深圳的工

业设计大展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有展

出的内容、专业和所有的品质，应该是代表

了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非常有领导地位。创意

产业这一块，我想透过一个平台、开放式的

模式，不只是两岸，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进来。

文化创意产业在台湾是把文化创意产业这部

分工业设计涵盖在里面。文化这个事情是一

个价值观、是一个生活的态度。这个价值观

应用在品牌上面，特别用在产品这一块是一

种新的价值观。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执行长陈文龙

We've see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is year's SZIDF. 

The contents, professionalism and quality of our 

exhibition stand for the leading role of that of the 

whole China. Through a platform or an open mode, 

resources from not only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all over the world,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ver part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Culture is 

a value and a life attitude. If applied in brand, especially 

in products, the value will become a fresh new one.

— Chen Wenlong, CEO of Taiwan Design Center

今年的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体现

了国际工业设计发展的前沿，尤其是创客和

智能硬件的展览，引领了未来工业设计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次展览的国际

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吸引了众多国际

知名设计公司和设计大师参与，已成为国际

上规模最大的设计展，为推动深圳设计之都

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

This year 's  SZIDF ref lects the forefro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especially the exhibition of maker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 which have led industrial desig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ith landmark significance. This Fair is 

also more internationalized than last year, attracting 

more international renowned design companies and 

maters to join. I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design fair in 

the world,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s City of 

Design.

— Renke He, Dean and Professor at School of Design, 

Hunan University

前言 Foreword 001 / 002

阿诺德 - 沃瑟曼
美国工业设计天才设计师卡耐基梅陇大学教授 、

Collective Invention 公司董事长

Arnold Wasserman
Chairman of Collective Invention

卡洛斯 •欣里希森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院长

Carlos Hinrichsen
Icsid senator and Dean of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Gabriela mistral, Chile

我很高兴的看到深圳这一座年轻的城市是特

别的关注设计和创新，而且深圳也是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设计之都”，我们也

看到深圳的设计师们正在努力的发掘国际合

作的机会，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深圳在短

短的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已经是实现了我们

建立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这样一个愿景，并且

也是成为了国际各个设计师的一个最为追求

的目的地。

——智利加夫列拉 • 米斯特拉尔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卡洛斯 • 欣里希森

I'm very glad to see that as a young city, Shenzhen give 

great importance to design and innovation. Shenzhen 

is the first city in China tha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City of Design" by UNESCO. I am impressed by 

the vitality and passion of this young city and the 

imaginative work of designers from Shenzhen who 

are utilizing the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You have become a prosperou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just 30 years but you have a lot more to 

accomplish. The people of Shenzhen should be proud 

of the accomplishment and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and accomplish even more.

— Carlos Hinrichsen, Icsid Senator and Dean of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Gabriela 

Mistral, Chile

我会建议，虽然深圳现在已经能够突破商业

和技术的瓶颈，非常擅长设计家用电器等物

品，现在应该花上二成的时间在概念设计上，

想想你们仍不知该如何完成却有益于全人类

的创新，想想那些你们不知如何创造却依然

会到来的未来。

——美国工业设计天才设计师

卡耐基梅陇大学教授 、Collective Invention 公司

董事长阿诺德 - 沃瑟曼

So I would suggest to Shenzhen, that while you've 

become very good at practical appliance design within 

practical business and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you 

should spend 20% of your time on concept design, on 

imagining things that you do not know how to do it 

but that'll be good for people to have, for future that 

you do not know how to create but that true exist.

—  Arnold Wasserman, Chairman of Collectiv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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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设计大师的赞许
 
speakers

查尔斯 •奥斯汀 •安格尔

美国工业设计协会主席

Charles Austen Angell
Chair of Industrial Design society of America

拉夫 •威格曼

德国 iF 设计大奖组委会主席

Ralph Wiegmann
managing Director of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老实说，就我看来，这是中国大陆最好的设

计大展之一，它非常棒。这是一个很棒的真

正的设计大展。

——德国 iF 设计大奖组委会主席

拉夫 • 威格曼

It means to me, very honestly, it is one of the best so-

called design exhibitions of design fairs in Mainland 

China. So it's very good. It's a real design exhibition 

and that's very well.

—  Ralph Wiegmann,  Managing Director of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我认为深圳的工业设计在过去的 20 年一直在

发展。这里聚集了很多设计师、工程师、政

府和产业。我非常喜欢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个

人，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充满活力和正能量，

而且也非常的专业。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好，

沟通交流也很棒，这里的作品和受邀请的嘉

宾都是顶尖的。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

——美国工业设计协会主席

查尔斯 • 奥斯汀 • 安格尔

I think the industrial design here in Shenzhen has 

been developing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at I have 

been come to Shenzhen. And it's very impressive 

effort on having the designers and engineer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coming together. 

So, I think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to Shenzhen, it 

was 25 years ago and the di�erence is so huge. Very 

impressive.

— Charles Austen Angell, Chair of Industrial Design 

Society of America

顾嘉唯
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的
研究负责人

Jiawei Gu
Research Lead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team at Institute of Deep Learning (IDL), 
Baidu Research

着眼当下，放眼未来，构建设计中心，中国

创造的核心引擎。能够在中国将近乎全球最

顶尖的工业设计大奖作品集合到一起，将设

计界的大师聚合到一起，集合之外还促成了

实际合作意向，还能看到大师和中国创业企

业的合作产品，让国家见识最好的设计，让

民众接触最美的产品，让中国设计和国际设

计直接对话，让设计当下与设计未来相连。

——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的

研究负责人顾嘉唯

The Fair focuses on the present and look to the future, 

building design center as the core engine of Created 

in China. It gathers the top award-winning design 

works from China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design 

masters. In addition, real cooperation intention has 

been promoted. Also present are the cooperation 

works between the design masters and Chinese start-

up companies, letting the nation witness the best 

desig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contact he most 

beautiful products. Chinese design has thus engaged 

in a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s, 

connecting the present of design with the future.

— Jiawei Gu, Research Lead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team at Institute of Deep Learning 

(IDL), Baidu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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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 •菲赫拉斯基

芬兰著名可穿戴公司 Myontec 董事会主席

Antti Pihlakoski
Chairman of myontec’s board

斯蒂凡诺 •乔凡诺尼

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

Stefano Giovannoni
Italian talented designer

大展已经走在日益专业化的道路上。无论是

组织者、观众还是参展商都经过精心的准备。

我多次来深圳，深入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创新

肌理，对这有着“设计之都”名号的城市有

无限好感。深圳是一个充满创新意识的年轻

城市，也是世界重要的高科技中心，依托创

新力量，未来深圳在工业设计方面会大有作

为，我对深圳充满信心。

——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

斯蒂凡诺 • 乔凡诺尼

SZIDF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 

The organizer, attendees and exhibitors are all well 

prepared. I've been to Shenzhen for many times and 

I know its culture and innovation very well. I have a 

good impression on this "City of Design". Shenzhen is a 

young city full of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high-tech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a great 

power of innovation. I have confidence in Shenzhen 

that i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ustrial design.

— Stefano Giovannoni, Italian talented designer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这次展会。来自世界不

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起讨论有趣的东

西，学习新的事物，发展他们自己的产品和

环境。我非常喜欢这个展会。

——芬兰著名可穿戴公司 Myontec 董事会主席

安蒂 • 菲赫拉斯基

I like the exhibition in general. It's very good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come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the interesting items, they 

learn new things and develop their own products and 

environment better. So I really like this.

— Antti Pihlakoski, Chairman of Myontec's board

亚历克斯 •庞普

意大利佛罗伦萨设计周 CEO

Alex Pumpo
Ceo of Florence Design Week

莫腾 •格罗恩

丹麦设计师协会执行总裁

Morten Grøn
 Ceo of Design Denmark  

它让我们有机会跟中国的制造商和中国的创

业者设计师交流，看是否有一起合作的可能。

我非常喜欢这种会面，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以

做什么，以及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设计公司的

需求。

——丹麦设计师协会执行总裁

莫腾 • 格罗恩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that we get a chance for Chinese 

manufactures and Chinese start-ups to meet with their 

designers to see if we can do business together.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meeting like that, presenting for 

each other what we can do or what they need from 

our design companies.

— Morten Grøn, CEO of Design Denmark  

SZIDF 会在未来的几年通过和我们欧洲的合作

不断发展。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概念和主题。

基本上，大展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了每年一

个国家的艺术发展和现状，以及中国和深圳

未来的发展目标。因此，未来会有更多不同

主题的展会。我很高兴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概

念，主题来展现国家，艺术，企业，设计师

和组织机构，使它们的目标走向全球。

——意大利佛罗伦萨设计周 CEO

亚历克斯 • 庞普

The China(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ill be developed a lot in the next years for being 

promoted from us Europe. And be developed as well 

to every year �nd a new concept and theme to focus 

on projects. Basically, fair for me is very important for 

attendance to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o make a point every year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state of the situation and where objective 

the China and Shenzhen want to go every year. So, 

di�erent edition will come in the future. For me will be 

happy to give every year concepts, themes and make 

a point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companies and 

designers and organization to put an objective every 

year to go global.

— Alex Pumpo, CEO of Florence Design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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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瑞达 •艾扬格

美国领先 Misfi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

Sridhar Iyengar
Founder of misfit Wearables

德席瓦尔女士

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秘书长

Dilki De Silva
secretary General of Icsid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会，我看到很多非常

值得关注的创新工业设计企业。而且我也非

常欣赏这个展会关注创新工业设计趋势，当

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跨界国际参与盛会。

——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秘书长

德席瓦尔女士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ir, and I think I have seen a 

large number of very interesting innovative industral 

design companies. And I think I also like the focus on 

innovation new industrial design trends and certainly 

that's an interesting cross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ence. 

— Dilki De Silva, Secretary General of Icsid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设计大展，整个大展非常

专业，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这里有各种各

样的产品和展商，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产

品，有针对医疗的，针对消费者的，针对家

庭娱乐的，产品的多样性让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美国领先 Mis�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

斯瑞达 • 艾扬格

I'm honor to be her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come to 

the design fair and I'v been very impressived with 

how professional the whole fair had been organized, 

but also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ducts, the diversity of 

the exhibitors that have been here. So I see products 

is all the way from products to medical, to consumer, 

to home entertainment and the diversity is very 

impressive. 

— Sridhar Iyengar, Founder of Mis�t Wearables

迈克尔 •杨

欧洲著名设计师

Michael Young
Director of michael Young Ltd.

拉维 •桑尼

全球领导设计咨询公司 RKS 设计创始人

Ravi Sawhney
Principal, RKs Design

我很高兴来到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这里的作品，社区和工业设计在中国的

发展壮大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次大展期间对

深圳和对工业设计来说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大展和其他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真正关注拥

有巧妙设计的产品，它所吸引的团体拥有最

高的品质。你可以通过参展商和观众看到设

计的质量，以及关注质量的设计是拥有最高

水准的。因此作为一个团体，你可以感受它，

理解它，看到它。

——全球领导设计咨询公司 RKS 设计创始人

拉维 • 桑尼

I '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to SZIDF. I t 's very 

impressive to see other quantity of works and to see 

the community here and to see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as a global part within China. 

It's very very exciting time for Shenzhen and for 

industrial design. This fair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fairs in the way that it's truly focus on arti�ce products 

and the community that it has attracted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That you see consistantly through all 

the exhibitors and all the attendees that the quality 

of design and the quality focus on design is at the 

highest level. So that as a community you can feel it, 

you understand it and you see it. 

— Ravi Sawhney, Principal, RKS Design

我已经来过好几年，我觉得今年特别棒，大

展也很完美。同时设计的水平也逐年提高。

自从我来亚洲，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设计

的与时俱进。

——欧洲著名设计师迈克尔 • 杨

I've been coming for a number of years now, and 

I think this year really is exceptional. I think the 

exhibition is per fect. I think the design level is 

improved year by year. I mean I've already watched it 

develop since I came to Asia.

— Michael Young, Director of Michael You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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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

台湾文创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前台北市
副市长

 Lee Yongping
Honorary Chairman of taiwan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林恩 •杰弗里

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文化人类学家

 Lyn Je�ery
PhD,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我在 2012 年来深圳，就开始思考制造和创意

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觉得制造并不是创意，

制造是创意的反面，但是实际上制造是创意

的加速器。正是这样的原因吸引了一大群人

来到深圳，去看看有什么新的见解和合作。

在这次大展上，我看到不同的力量结合在一

起，把深圳推到前沿、推到创新、制造和创

意制造和企业家精神的前沿。

——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文化人类学家

林恩 • 杰弗里

I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e and innovation when I came to Shenzhen 

in 2012. Many people consider that manufacture is 

not innovation, it is contrary to innovation. But in fact, 

manufacture is the accelerator of innovation. For this 

reason, Shenzhen has attracted a group of people 

to find out new understanding and collaboration. In 

SZIDF, Shenzhen has been pushed to the front position 

of innovation, manufacture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by the integration of di�erent powers.

— Lyn Je�ery, PhD,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这是一个设计的时代。第二届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的主题，完全就是当下全

世界的设计趋势，不只是对两岸华人有深刻

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靠一个新的人类设计

的概念改变在驱动着，今天的设计是站在一

个时代的高峰。

——台湾文创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

This is an era of design. The theme of the 2nd 

China(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absolutely the trend of the whole worl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whole world is motivated by a new 

human design concept. Design today is standing on 

the summit of the era.

— Lee Yongping, Honorary Chairman of Taiwan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西蒙尼 •西塞罗

2014 开源硬件峰会联席主席

Simone Cicero
Core Connector at ouishare and Program Co-
Lead for ouishare Fest

邓肯 •特纳

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 HAXLR8R 合伙人

Duncan Turner
Project Director and General Partner of HAXLR8R, 
world’s largest hardware accelerators company

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是创客，我们从人类文明

的开始就已经是在做创客这样的一些事情了。

而技术的这一个发展，当然每一次都帮助我

们去超越上一代的进步，进入下一代。其实

不仅仅跟工程一起设计，你更应该是“工程

＋软件＋设计”，而且你要对所有的东西进

行原型的制作。在大展上你能够看到一个这

样的平台，他们用他们的实践来证明自己。

——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 HAXLR8R 合伙人

邓肯 • 特纳

We are all Makers. We all do what Makers do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elps us to surpass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and acces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n fact, 

it should not only just connect engineering to design, 

but to connect engineering, software and design 

together and you have to manufacture the prototype 

of everything. In SZIDF, you can see such a platform for 

Makers to prove themselves by practice.

— Duncan Turner, Project Director and General Partner 

of HAXLR8R, world's largest hardware accelerators 

company

其实我们在过去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工作去

赚钱，然后去消费。但是现在我们却可以改

变这样的一种过去的固定的路径，我们现在

可以走向新的路径，我们可以去设计，而且

还可以创造东西，不仅仅是消费东西。我们

可以去设计，你可以去修改、去调整、去维

修等等，都可以自己去做。而且这个路径不

仅仅对于我们设计师，对于所有世界其它各

地的人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设计、

生产、消费现在这三个过程其实在国际网络

里面是互通互联的，大展让这一切变得触手

可及。

——2014 开源硬件峰会联席主席

西蒙尼 • 西塞罗

We've all hoping to make money by work so as to 

consume since the past. However, now we can change 

this stereotype to find a new way so that we can 

design and create insteading of consuming. We can 

design, modify, adjust and repair, etc. all by ourselves. 

Not only designers, but also people from di�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an access to it. We can see that design, 

manufacture and consumption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in international network. SZIDF makes 

all of these possible.

— Simone Cicero, Core Connector at OuiShare and 

Program Co-Lead for OuiShare Fest



业界评价 Comments 035034 /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专业买家 Buyers

专业买家 Buyers

这款号称全球最先进的智能眼镜 REED 发布，集通话、导航、摄像、信息四大功能，眨眨眼就能实现拍照上传、

收发短信、查询路况等操作，定价约为 Google 眼镜三分之一，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相信会引发新一轮的智能眼镜市场。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smart glass REED integrates four functions of phone, navigation, video and information. It can realize 

taking picture and uploading, sending and receiving text messages, checking road conditions and other operations in a blink with one 

third the price of Google Glass. It is such good news to the consumers that it will bring a new round of smart glasses market sales.

人有几乎一半的时间是躺在床上睡觉，所以顾客对床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销售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需

求。这次大展上看到日本黑创雅之设计大师的专为“睡眠时间”而设计的 MOSAIC（镶嵌）床，我很是感兴趣。

因为之前很多顾客就提到了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这款床能贴心关注入睡前、熟睡中、苏醒后的整体就寝享受，

是一款非常智能化的设计，应该会很好销售。

People spend almost half of their life time in bed, so the customers are increasingly demanding for the bed. We have encountered 

di�erent kinds of needs during the selling process. I am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the MOSAIC bed designed by the Japanese design 

master Masayuki, which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a "sleep time". This be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people's feel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sleep. This is a very intelligent design and should be hot in the market.

市场总监李爱国：比 GOOLGE 眼镜便宜一半

Li Aiguo, Marketing Director: Half the Price of GOOLGE Glass

好百年家居销售专员李文丽：家具已进入智能时代

Li Wenli, Sales Specialist of HOBA Furniture: The Furniture has Entered 
Smart Era

专业买家、社会大众的观展心得
 
visitors

专业买家 Buyers

专业买家 Buyers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REED 采用全球最先进的微显技术，比同类产品先进一代，运行速度比同类产品高 0.8 倍，

电池续航达 4 小时，而且可更换电池，特别是整个产品具有 DIY 功能，可以对产品进行不同的拆装组合⋯⋯特

别是本身佩戴眼镜的人和夏天使用墨镜的人也可以组合使用，这不算山寨，不是模仿，是一种创新！ 

From the designer's perspective, REED uses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micro-display technology, with a more advanced generation 

and a running speed 0.8 times higher than similar products. It has up to 4 hours' battery life with a changeable battery. The DIY 

function of the product enables the user to dismantle and reassemble. It is extremely awesome in that it can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rdinary glasses and sunglasses. This is certainly not a knocko� or imitation. It IS an innovation!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多角度多机位的拍摄原始画面，是保证影片效果的一大核心因素，但是受困于机位和人手

的限制。本届大展上全球首展的大疆创新最新研制的无人机 DJI-INSPRIE1，其高强度碳纤机臂，可以带动四个螺

旋桨在空中升起，带给您无尽的宽广视角，变形收起的起落架让相机 360 度无遮挡，镜头分 9 组共包含 9 片镜片，

将给我们影视界带来新一场革命。

The multi-angle and multi-camera shooting of the original picture is a key factor in guaranteeing the e�ect of the �lm for television 

companies, but is often restricted by machine-position and manpower. The world's �rst exhibition of the latest UAV DJI-INSPRIE1 by DJI 

Innovation brings you an endless wide view angle with its high-strength carbon �ber machine arm which can drive four propellers to 

the air. The deformed landing gear allows the camera an unobstructed 360-degreee view. The camera lenses are divided into 9 groups 

with 9 lenses in total, and it'll bring a new revolution to the �lm industry.

设计经理林凡： REED 智能眼镜——是创新还是模仿？

Lin Fan, Design Manager: REED Smart Glass, Innovation or Imitation? 

千动影像设计总监徐江：影视界带来新一场革命

Xu Jiang, Design Director of Action 4 Studio: A New Revolution to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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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买家 Buyers

专业买家 Buyers

这一款感知环境的神奇手环：SENSORO 传感器，仅有一块普通手表大小，部署在任何地方，都能拥有精确定位、

感知环境、唤醒 App 的能力，还可与 App 的使用者实时互动，非常适合儿童佩戴，并作为一款特别的儿童防护

用品为爸爸妈妈们使用。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儿童防护用品对设计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非常需要设计师

们的加入。

This is an environmental-sensing wristband: the size of SENSORO sensor is the same as an ordinary watch. It has the function of 

accurate positioning, environment sensing and APP awakening. It can also realize real time interaction with the App user,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ld and parents. With the coming of intelligent era, design market of child protection products have enormous potential 

and starve of the join of designers.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以前不知道这一款获得过国际设计大奖的 PLAYBULB candle，是中国设计师制造的，原

来中国现在也这么注重环保，这么流行生态设计。这一款蓝牙智能仿真香薰彩灯，内置蓝牙智能芯片，能够更

精准快速地控制灯光，同时它带有的智能应用软件 PLAYBULB X，又非常时尚，通过在设备上安装运行来调节 LED

灯的亮度及 RGB 色彩，非常适合英国人的日常传统生活和对时尚的追求。

This is my �rst time to China. I didn't know the PLAYBULB candle, which had won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was designed by 

Chinese designer before. I didn't realized that China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 design. This is a 

bluetooth smart emulational light with a built-in bluetooth intelligent chip. It can control the light more accurately. Meanwhile, it has 

an intelligent app named PLAYBULB X. The brightness of the LED light and RGB can be adjusted by installing the app on equipment. 

It's very suitable for the traditional daily life and the pursuit of fashion of British people.

鼎盛进出口贸易海外专员钟爽： 儿童防护用品的设计市场潜力巨大

Zhong Shuang, Overseas Business Specialist of Dingsheng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esign Market of Child Protection Products Have Enormous 
Potential.

英国 Tesco 超级市场全球采购专员 Joshua：中国环保设计已在流行

Joshua, Global Sourcing Specialist of Tesco, a British Supermarket: Chines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design is popular

专业买家 Buyers

专业买家 Buyers

药箱作为现代家庭必备护理品，是一个药店的增值服务和品牌传递。大展上的柏斯工业设计的一家宝智能药箱，很让我心动：

它通过远程服务与医疗机构相连，会将每天的测量数据，用药情况汇总并实时发送到监护者的手机程序上，随时掌握使用者的

身体健康状况，如系统预警，可安排其尽快就医，以免拖延病情；如药箱内的药物用完，系统会发出信息，显示药物名称，所

剩计量，以及附近售卖药店具体位置，可选择物流或自行购买及时补充，我相信它能更好为我们的顾客提供更贴心服务，能给

我们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

As an essential care product in a modern family, the medicine box is the value-added service and brand delivery of a drug store. The "Family's Treasure" 

Smart Medicine Box designed by Perth Industrial Design has moved me. It is connected to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via remote services and can send in 

real time the summary of daily measurement data and medication to the guardian's mobile apps for keeping track of the user's physical health. Medical 

treatment will be arranged as soon as possible if system issues a warning, so as not to delay the disease. If the drugs in the box run out, the system will 

sen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rug name, the remaining measurement, as well as the speci�c location of nearby drug stores selling the drug. You can 

choose to buy online or go to the drug store. I believe it'll provide more attentive services for customers and a larger market for us.

随着生活品质提高，顾客对超市的日常消费品越来越苛求，所以我们经常费很大力气去挑选商品。这次，我比

较看中洛可可 55 度智能水杯。这次在大展现场接触 55 度杯，我便亲自体验了一把这个喝水神器：100 摄氏度

的开水或者 0 度冷水，倒入杯中，摇一摇 ( 约 1 分钟 )，便可速降至 55 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可立即饮用，也可

保温 3 小时 ; 这一神奇的功能让在场的观众无不拍手叫绝，争相抢购。这次直接与设计公司取得了联系，接下

来我们会谈到一些合作。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quality, consume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astidious to the daily consumer goods in the 

supermarket. Therefore, we hav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elect products. This time, I prefer the 55。cup by LKK Design Group. I 

experienced this useful cup in person: 100 centigrade or zero centigrade water will become the water of 55 centigrade after being 

shook in the cup and can be drunk instantly. It can also keep warm for 3 hours. This fantastic function surprised everyone. We've got 

connection with the design company so as to seek cooperation.

海王星辰采购经理冯峰：智能设计为顾客提供更贴心服务

Feng Feng, Purchasing Manager of Nepstar Drugstore: Intelligent Design 
Providing a More Personalized Service

佳宜超市连锁市场专员温婉：日常消费品越来需要设计

Wen Wan, Marketing Specialist of Jiayi Supermarket: Daily Consumer 
Goods Ne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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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 Viewer

专业观众 Viewer

它（55 度水杯）的热水降温效果很好，尤其适合我这种办公室懒惰一族，真的很好用。平时上班忙，想喝水

的时候总是太热，放了一段时间后，想起来喝的时候，经常又变冷了。所以它的快速降温功能非常人性化，45

秒开水就变 55 度，简直就是为我这种懒人专门设计的哈。

The 55º Cup can e�ectively cool down the hot water, which is very useful especially for lazy people in the o�ce like me. I'm busy 

during work time. It's too hot for me when I want to drink water while it always become cold when I put it aside and remember to 

drink it later. Therefore,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unction of cooling down the hot water into 55º in 45 seconds is so humanized.

相信喜好科幻电影的朋友一定想象过，如果自己也拥有电影中的念力是多酷的事情。随着科技的发展 , 这已不

是难事，今天大展带来的这一款 Brainlink 意念力头箍，让我仅凭自己的意念，就能做一些事情，简直让 007 特

工的梦想召进了而我的现实！

I believe that people who fond of science �ction �lm must have imagined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psychic power in the �l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won't be di�cult now. The Brainlink in the SZIDF allows me to do what I thought in my 

mind, which realize my dream of being a 007 Agent.

办公室白领朱小姐：懒惰一族喝水神器

Miss Zhu, An Office Lady: The Most Useful Instrument for Lazy People

科技狂热爱好者谭先生： 我想成为 007 特工

Mr. Tan,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icionado: I Want to Be 007 Agent

专业买家 Buyers

专业买家 Buyers

我今天本来只是陪小孩过来学习学习，想锻炼一下孩子的能力，没想到看到了这一款 360°香草比萨切，觉得

他太棒了，相信我们的大厨看到他会非常开心。作为新一代厨具，它利用两刀片前后来回滚动便可轻松切碎香

草，按下手把按扭把刀片合起来，便可成为比萨切，可分拆成三件放进洗碗机清洗，透明盖的设计还便于安全

收纳，简直太棒了！

I was coming here with my child and intended to train his ability. But when I saw the 360º vanilla pizza cut, I think it's fantastic. I think 

our chef will be happy to get it. As a new generation cooker, it can easily cut the vanilla by rolling its two blades. The blades can be 

closed together by pushing the button so as to become a pizza cu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put inside the dish-washing 

machine. It's easy and safe to store with its transparency cover, which is a great design.

年轻人对于啤酒的品质是越来越挑剔，大展上的这款原浆啤酒保鲜机，解决了因啤酒不允许二次灌装、瓶装、

罐装啤酒都经过灭菌处理以保障其壳长期保存但其活性营养成分已无的问题，不仅可将百分百麦芽发酵的原浆

啤酒百分百原浆原味储存， 20L 内胆外形设计还考虑了市场最大化，这非常适合我们。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fastidious to the quality of beer. This beer fresh-keeping machine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beer is not allowed to re-�lling, rebottling and re-canning, and it has been sterilized so as to ensure its long-term storage. However, 

there is no active ingredient in it anymore. The machine can store the original taste of the beer made by 100% fermented malt. The 

design of the shape of the 20L tank considers the maximization of market,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us.

必胜客餐饮集团市场经理刘东胜：360°香草比萨切

Liu Dongsheng, Marketing Manager of Pizzahut: 360°Vanilla Pizza Cut

168 酒吧负责人陈天魁：保鲜啤酒让营养百分百

Chen Tiankui, Director of 168 pubs: Fresh Beer Has 100% Nutrition



业界评价 Comments 041040 /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专业观众 Viewer

我喜欢飙车，喜欢越野，喜欢自驾游，自由自在。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很受限制，例如公路的大小、汽油、天气等等。

这全球第一款通过汽车开源硬件平台创造的车辆 TABBY，可以 1-2 小时内自由组装并上路，的确让我大吃一惊。

现场看他们组装和变换，让我很惊喜，这是一款绝对引爆我和朋友飙车和自驾游生活的神器啊！

I love drag racing, cross-country and self-driving travel. But I still feel restricted in many places for the size of the road, gasoline and 

weather, etc. TABBY, the �rst car created by open hardware platform in the world, can be assembled freely in 1-2 hours and set out, 

which makes me surprised. I saw them assembled and transformed on site, and I'm surprised to �nd that it is absolutely the most 

useful instrument for drag racing and self-driving travel to me and my friends.

飙车爱好者石先生：自驾游生活的神器

Mr. Shi, A Fast Car Fan: The Most Useful Instrument for Self-driving Travel

专业观众 Viewer

这一款戒指助听器，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我早晨去公园跳舞，掉了好几次助听器，如果现在可以换这

戒指型的，可以解决了传统助听器耳戴式的麻烦。而且，这个戒指造型更像一个潮流饰品，小巧精致。使用时，

我只需将佩戴戒指的手指按在头部，便可以利用头骨直接将声音传导给大脑实现听力，让我感觉非常神奇。

This Ring hearing-aid surprise me. I've lost my hearing-aid for several times when I went to the park in the morning. This Ring hearing-

ai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hearing-aid. Meanwhile, it looks like a popular accessories. It can use skull to directly transmit 

the sound to brain so as to realize hearing as long as I put my hand with the ring on my head. It really surprise me.

听力不好的谢老先生：再也不会丢助听器了

Mr. Xie, An Elderly Gentleman With Poor Hearing: I Won’t Lose My Hearing-
Aid Again

专业观众 Viewer

在如今这个手机高度普及的年代，我是发现手机越来越好用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感觉一天没有

手机就浑身不自在，丢了手机感觉像丢了魂一样，但是经常手太累了。我也没想过有一天能够解放双手，把手

机搬到眼镜上？在工业设计大展上，我看到了这一款由中国团队参与研发设计的智能眼镜，只要我眨眨眼就能

拍照、发短信、搜索导航、完成拨号通讯等多种功能，简直对我是一种解脱。

In the era with mobile phone highly popular, I �nd that mobile phone is becoming better and I can't live without mobile phone. I 

feel uneasy without it but in the meanwhile, my hands are tired by using it. I never thought about one day I can releasing my hands 

by putting the mobile phone into the glasses. In SZIDF, I found a Smart Glasses, which Chinese team had involved in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 that can take photo, send message, search navigation and dialing as long as I blink my eyes. It's a great relief for me.

90 后设计师张先生：解放手机的时代终于来了。

Mr. Zhang, A post-90s Designer: The Era of Releasing Mobile Phone Is 
Finally Coming

专业观众 Viewer

设计者从胶囊外形上受到启发，这些五彩斑斓的胶囊，外观像药丸胶囊一样，它们是使用生物可降解的生态环

保塑料设计，非常漂亮而且环保。她同时是充满关爱的水杯，非常让我有购买的欲望：因为每卖出一个水杯，

非洲的儿童就会收到抗疟疾药物。这一点，我非常高兴自己在购买东西的同时，还能帮助非洲儿童做一些事情。

Designer is inspired by the shape of capsule. These colorful capsules look like the pill capsule, but in fact, they are biodegradable 

ecological plastic design, which is very pret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eanwhile, it is a cup full of care and love, which makes 

me willing to buy because the children in Africa will receive the antimalaria drugs when the cup is sold. I'm very glad that I can do 

something for the children in Africa when I was consuming.

热心公益的田老太太：爱心胶囊式水杯，外表漂亮又环保，而且爱心满满！

Ms. Tian, A public-Minded Elderly Lady: The Pretty Capsule Type Cup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Full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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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 Viewer

我们两都是独生子女，谁都不会做饭。平时上班在外面吃，周末我们经常叫外卖，偶尔会煮个速冻饺子之类的。

她还想着结婚后要去上个厨师速成班之类的。这次是来 8 号馆看冬装特卖汇的，不经意来到 9 号馆看到这个荷

兰橙创设计的捷赛自动烹饪锅它能做做超过 300 道菜，并且身怀四大绝技—精准测温，不糊锅、不溢锅、零油

烟，感觉自己买回去就像请了一个厨房阿姨。 

We are both the only child in our family so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cook. We always eat outside in work days and order take-out in 

weekend. Sometimes we will cook the instant frozen dumplings. She has been thinking about to take a cooking crash course after we 

are married. We were coming to the Hall 8 for winter dress sale, but found out the Gemside automatic cooker designed by Netherlands 

Orange Creatives Co. Ltd, which can cook more than 300 dishes with temperature forecasting, non-ticking, over�ow and non-smoke. 

It feels like we have hired a cook.

90 后小情侣李斌张洁：一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厨房阿姨

Li Bin and Zhang Jie, A post-90s Young Couple: An Unexpected Cook

专业观众 Viewer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在每个月的截稿那几天，不得不靠咖啡来提神工作，因此对咖啡很挑剔。这款锦胶囊咖

啡机，被设计师称为：旷世新型咖啡机巨作、磨豆咖啡机杀手，具体体验了之后，的确是味道非常好：厂商预

先将咖啡粉装入一个塑料胶囊内，然后充入氮气以保鲜，喝咖啡时只要将胶囊装入专用的机器里面，就能很快

的喝到一杯香浓的咖啡了，堪称一部咖啡机能完成整个吧台的工作，改变了整个咖啡制作的历史。

As a writer, I have to refresh myself on work by drinking co�ee before the deadline every month. Therefore, I'm fastidious for co�ee. 

This capsule type co�ee machine, which is called as a brand new co�ee machine and a killer of co�ee grinder, is really good after I've 

experienced. The manufacturer put the ground co�ee inside a plastic capsule in advance and �lled it with nitrogen so as to retain 

freshness. You have to put the capsule into the dedicated machine and then you can enjoy a cup of good co�ee. One machine can do 

the job of a whole bar counter, which change the history of co�ee production.

时尚编辑邱女士：磨豆咖啡机的杀手 - 锦胶囊咖啡机

Miss Qiu, A Fashion Editor: A Killer of Coffee Grinder-Capsule Type Coffee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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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展组委会注重各类活动举办的实际效果，定向邀请专业买家

组织产业对接，为参展商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展会期间，组委会

成功举办 4 场新品发布会、5 场主题报告会、12 场设计工作坊，138

场产业对接会，以及深圳开放创新圆桌会议、《设计进化论》新书

签售会、2014 星火国际设计概念奖评审会议、GOOD DESIGN AWARD

设计之夜等活动。本次大展期间实现了中外企业对接 859 次，初

步达成意向 543 个，落实项目前期合作 78 个。国内 25 个经贸团的

350 人前来观展并寻求合作。四天内共有 202107 人前往参观，其中

专业买家 38610 人，占 19.1%；学生 33497 人，占 16.6%；社会大众

26749 人，占 13.2%；专业观众 103251 人，占 51.1%。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SZIDF2014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e�ect 

of various events and has invited professional buyers to the networking meetings 

so as to provide one-stop professional service for exhibitors. During the Fair, 4 

New Products Launching, 5 Keynote Presentations, 12 Design Workshops, 138 

Networking Meetings, 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Roundtable Conference, Design 

Revolution New Book Releasing, Review Meeting of Spark Concept Design Awards 

2014 and Design Night of GOOD DESIGN AWARD, etc.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rranged. The Fair has realized 859 meetings between enterprises from home 

and abroad, among which 543 have reached a primary intent of cooperation 

and 78 preliminary project cooperation.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has reached 

over 200,000, among which 38610 are professional buyers, 33497 are students, 

26749 are the public and 103251 are professional visitors, accounting for 19.1%, 

16.6%, 13.2% and 51.1% respectively.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观展人群分布图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Visitors

professional buyers

students
 professional visitors

the public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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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谷歌发布第一代智能眼镜 Google Glass 以来，全球智能产品市场风

生水起，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高科技产品研发浪潮。 “REED”的智

能眼镜首次发布，其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技术性能、“科技性 + 设计性”

强化结合的特质和全面覆盖智能城市的社会管理功能，吸引了全球

各行各业的聚焦关注。这一创新产品，也是在首届大展上结识并建

立的项目。与以往中外合作项目不同的是，REED 的核心激光头等技

术是中国设计团队的自主知识产权，外观设计等则来源于意大利天

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的跨界作品。作为第一届大展的成果项目，REED

智能眼镜的“科技性 + 设计性”强化结合的特质，使其可实现多个

智能城市的社会管理功能，已经吸引了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注意，

有望运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这款全球最先进智能眼镜“REED”，

通话、GPRS 导航、摄像和信息四大功能融为一体，并能实现所有智

能手机的蓝牙、WIFI 所有功能，在用户眼前展现实时信息，可以完

全解放双手，只要眨眨眼就能拍照上传、收发短信、查询路况等操作。

备受国际界关注的是，REED 智能眼镜拥有的微显技术是目前全球最

先进的 , 比同等智能眼镜要先进一代，其运行速度也比其他智能眼

镜要高 0.8 倍以上。同时，REED 的电池续航时间可达到 4 个小时以上 , 

续航时间比目前市面上同等智能眼镜的使用时间长一半左右。

After Google released its �rst generation intelligent Google Glasses, the tide of 

high-tech products is triggered again and again. The debut releasing of Reed 

intelligent glasses, with world's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and the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 draws the attention 

of every industry in the world. This creative product is a project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1st SZIDF. The core laser head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re from the Chinese team, the appearance design and others are from design 

master Mr. Stefano Giovannoni. As the project generated from the 1st SZIDF, 

the properties of REED intelligent glass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the 

relevant Shenzh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re expected to be ap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City". This REED integrates four function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GPS navigation, camera shooting, and message receiving,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functions like Bluetooth, wi�, real-time information, letting hands 

free, by blinking eyes, people can take pictures and uploading pictures, receiving 

short messages, looking for road conditions, etc.. Wha's more, the micro display 

technology of REED is the most advanced all over the world, it is the advanced 

generation of the equivalent intelligent glasses, and the running speed is 0.8 

times higher than the other smart glas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battery duration 

of REED is more than 4 hours, which is two times longer than the intelligent 

glasses in the market.

design Stefano Giovannoni
智能眼镜可望提升智慧
城市
I n t e l l i g e n t  g l a s s e s  a r e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city

2.

全球首款智能水杯 ocup，由丹麦设计师协会主席 Troles，与深圳市

睿讴科技有限公司 CEO 尹继圣联合打造。这是大展期间对接成功的

项目合作成果，也是中丹设计合作的首个硕果。去年在第一届大展

上，睿讴科技 CEO 尹继圣与丹麦设计师协会结缘。在 ocup 的设计中，

公司特意邀请了前丹麦设计师协会主席 Troels 担任睿讴科技首席设

计师，为 ocup 打造专属造型设计。在国际设计界，丹麦设计风格极

为吸引眼球，智能杯的亮相，开启了中丹设计的智能产业合作篇章。

这款智能水杯颠覆传统。ocup 采用了高硼硅玻璃材质，杯身上具有

LED 柔性矩阵屏，只要挥动一下特定的手势就能快速在杯身上看到

水温、水量等信息，手机上 app 扫一下朋友 ocup 上的二维码，就能

配对进行情趣互动。而且，配合使用 teao 为品牌的五种茶包，ocup

可自动识别这包茶泡多少分钟将获得最好的口感等人性化的功能。

而更能戳中消费者需求的痛点还有另一项功能——双模蓝牙通讯，

可实现手机与 ocup 的互动功能。

The world's �rst smart cup, ocup is collaboration between Troles,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of Danish Designers and Yin Jisheng, CEO of Shenzhen Rui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It is an achievement of project cooperation during the 

networking meeting of the Fair and the first great cooperation achievement 

between design of China and Denmark. Yin Jisheng met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Danish Designers in SZIDF 2013. During the period of designing the ocup, 

Shenzhen Rui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invited Troles as its chief 

designer so as to design the shape of ocup. In international design �eld, the style 

of Denmark design is very attractive. The launching of the smart cup represents 

the cooperation of design intelligent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 This 

smart cup overturn the tradition by using high borosilicate glass. With the LED 

�exible matrix screen, the water temperature and water volumn can be seen on 

the cup as long as given a specific gesture. By using the app to scan the two-

dimensional code on the ocup, you can match with your friends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lso, using the �ve tea bags of teao cooperatively, the ocup can 

automatically recognize the timing so as to provide the best taste. It has another 

function which attracts people most that it can realize dual mode of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to enab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nd ocup.

开启中丹设计智能产业
合作篇章
The Cooperation of Design 
Intelligent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

S M I L I N G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FOR  LOVE  
ONE CUP

智能水杯

Simple Scandinavian Style

Sexy Shape

Considerate

Cool Amazing Technology

Elegant Out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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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pie 风格派在深圳会展中心给各路宾客带来惊喜连连。全新的

展位设计，让观众眼前一亮。别出心裁的陈列，吸引住了无数的眼

球。stylepie 马卡龙博物馆一开馆，就迎来了美国工业设计巨匠 Karim 

Rashid 莅临 stylepie 风格派展位，对风格派的设计大加赞赏，并亲自

选购一颗银色马卡龙暖手宝特别版，未来也表示了合作的意向，最

后与风格派合影留念。能得到国际设计巨头的认可，对风格派是巨

大鼓舞。我们也会在未来创造出更多美好的产品，让设计真正打动

人心！

Stylepie has brought many surprises to the visitors in SZCEC. The fresh new booth 

design has left a great impression on visitors and its unique displa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Karim Rashid,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Americas, 

visited our booth upon the opening. Karim thought highly of the designs of 

Stylepie and bought a special edition of Silver Macaron. He also expressed 

cooperation intention with Stylepie and took a group photo with us. It's a great 

inspiration for us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a world-renowned design master. We 

will create more beautiful products that really impress people!

风格派马卡龙——
冬日最温情的礼物
Macaron from Stylepie - the 
Most Loving Gift in Winter

4.

白狐工业设计是一家以创新为核心的工业设计供应链整合服务公

司，为客户提供从产品概念设计到商品上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在

此次全球设计界的盛会上，作为走在创新前端的白狐工业设计获得

了雀巢及奥克斯的青睐，三防领域和大唐电信达成合作意向，充分

体现了白狐从设计到制造一站式服务的战略优势。两大智能产品落

地深圳推动国际合作，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正成为推

动深圳本土企业与国际顶尖工业设计机构合作的重要平台。

Bifoxs Industrial Design is an innovation based service company that integrates 

the industrial design supply chain, and provides streamline solution from concept 

design to the final products. In this international design event, as the cutting-

edge design company, Bifoxs got the favor from Nestle and AUX, got the potential 

partners like San Fang Ling Yu and Datang Group, which fully show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of Bifoxs' streamline service from design to manufacturing. Two 

intelligent products generated from Shenzhen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platform for boos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ocal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op industrial design institutions.

意无线，品有形——
白狐携手雀巢及奥克斯
Well Thoughts Well Goods——
Bifoxs Industrial Design joins 
hands with Nestle and AU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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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展会现场

The exhibition scene of SZIDF2014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开放创新：再设计 •新市场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以“开放创新：

再设计 • 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

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

瞄准现代工业设计开放创新趋势，展馆总面积 15000 平方

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展，也是我国第一个引

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设

计大展。本届大展集中展示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5000

余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

With the theme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 SZIDF 

2014 focuses on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ies and hardware, open 

resources and makers,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fe and other 

fields, centering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 of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Covering a total exhibition area of 15,000 m2, the exhibition is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as well as China's �rst design 

fair introducing the New Products Launching mode of CES,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produc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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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Mis�t E6 VONDOM

I1 Red Star Design Award J4 Good Design Award

F1 OSVehicle H16 WFRIC

98 家国内外参展商，集体展示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 5000 多件挑战

设计理念的展品。国际展区展示面积达到全馆的 70%，比去年增长

10%。198 家参展商中，海外参展商高达 138 家，与去年相比增长

30%，国内参展商 60 家。

198 domestic and foreign exhibitors, collectively show more than 5000 design 

products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overseas exhibitors' area 

account for 70% of the entire pavilion area, an increase of 10%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re're 138 overseas exhibitors, an increase of 30% compared to last year, 

and 60 domestic exhibitors in total.

D4 ELMO

B1Masayuki Kurokawa D3 Seeed Studio

D7 rrioo

展会规模、专业程度及国际化程度全国第一
Largest Scale of Exhibition Fair, Highest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and Broadest Global In�uence across the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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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大展启动仪式简约而极具创意，通过共同启动全球最受瞩目的深圳本土企业大疆创新最新研发的无人机 DJI-INSPRIE1，来正式拉开设计大展的序幕。左起启

动领导及嘉宾包括：深圳市副市长陈彪，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先生，大展评审团主席、美国工业设计

巨星凯瑞姆 • 瑞席先生，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秘书长德席瓦尔女士。

Launching ceremony was simple but highly creative by jointly launching INSPIRE 1, the lates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eveloped by DJI Innovations, the world’s most notable local enterprise 

in Shenzhen.Leaders and guests at the ribbon-cutting ceremony from the left include: Mr. Chen Biao,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delivered a speech respectively. Mr. Zhu Hongren, Chief Engineer and Party Member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Karim Rashid, President of the Jury and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Americas,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delivered a speech respectively. Ms. Dilki de Silva, Secretary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Icsid)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工

业设计展会，备受各界关注。大展启动仪式简约而热烈，由深圳市

副市长陈彪主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

致辞，大展专家评审团主席、美国工业设计界最著名的设计大师凯

瑞姆 • 瑞席致辞，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致辞，国际工业设计

联合会秘书长德席瓦尔女士参与启动仪式，随后集体观展。

As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ZIDF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Launching ceremony was simple but popular and 

presided over by Mr. Chen Biao,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Mr. Zhu Hongren, 

Chief Engineer and Party Member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China, Karim Rashid, President of the Jury and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Americas, and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delivered a speech respectively. Ms. Dilki de Silva, Secretary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Icsid)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Later, all of the honorable guests visited the fair together.

设计大展启动仪式简约而极具创意
Launching Ceremony Was Simple But Highly Cre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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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深圳市市长许勤一行参观考察了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出了创新、创意、创业和创客的“四创”理念，并指

出工业设计是“四创”最好的连接手段和平台，国际化的工业设计大展能够推动深圳进一步转型升级并全面迈向质量时代。 

On Dec.1, Mayor Xu Qin visited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and gave a good appraisal on it. He also put forward four concepts including innovation, originality, 

start-up and maker and pointed out that industrial design is the best connection and platform for these concept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can promote the furthe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henzhen and the comprehensive access to quality era.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深圳市副市长陈彪，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等领导和嘉宾在设计大展启动仪式结束后亲自观展体验设计。

After the launching ceremony, Zhu Hongren, Party Committee Member and Chief Engineer of MIIT; Bai Tian,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delivered a speech respectively.; 

Mr. Chen Biao,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and other leaders and guests personally visited the exhibition, to experience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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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芬兰、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家的 45

位全球顶尖设计大师亲临设计大展，参展并出席主题演讲和系列设

计工作坊，碰撞思想火花和智慧光芒，引起全球设计界高度关注。

45 world's top designers from United States, Germany, Italy, Finland, Spa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etc. have come to SZIDF to give speeches and participate in 

design workshops, as well as share their thoughts, which have attracted highly 

attention from the global design �eld.

国际知名设计大师集聚深圳，设计风暴席卷鹏城
World-renowned designers gather in Shenzhen to bring a storm 
of desig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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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 Mis�t 开发的智能纽扣 Mis�t Shine 身体监视

仪，乔凡诺尼设计的 REED 智能眼镜，美国星火奖作品 EDYN 花园浇

灌传感器，丹麦的 Seed 婴儿变形车，黑川雅之设计的 MOSAIC（镶嵌）

床，韩国 MOTO 设计的 SK 意念钥匙，腾讯公益开发的为盲人发声“悦

读盒子”，睿讴科技开发的智能水杯 ocup，全球第一款通过汽车开

源硬件平台创造的车辆 TABBY，意大利流水智能餐厅，55 度智能水

杯，穿戴式心电监测仪，咘瓜儿童智能手表，儿童防丢智能手环，

GOCCIA 健康测试仪等等近 5000 件展品精彩亮相。

Mis�t Shine Monitor developed by Mis�t, global giant of the intelligent wearable 

industry, REED Smart Glasses designed by Stefano Giovannoni, EDYN garden 

watering sensor of American Spark Award, Danish Seed deformed baby car, 

MOSAIC bed designed by Masayuki Kurokawa, SK idea key designed by Korean 

company MOTO, "The Voice Doner" for the blind developed by Tencent Charity, 

ocup smart cup developed by riioo, the world's �rst automobile TABBY created via 

an automobile open resource platform, the Italian �owing smart restaurant, 55。

smart cup, wearable ECG monitor, Bugua children's smart watch, anti-lost bracelet 

and GOCCIA health tester and others, all nearly 5,000 exhibits made their brilliant 

appearance at the fair.

大展带来了全球前瞻、原创设计创新产品
The Fair Brought in Forward-looking Products with Originalit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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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Seeed Studio

D4  ELMO

C2 FIYTA

D7 rrioo E3 MipowC1  3nodIDC

B1  Masayuki Kurokawa

B2  Stefano Giovannoni

展位设计高端大气国际化，观展人群流连忘返
Elegant Booth Designs with International Level, Making Visitors 
Lingering on Without Thought to Le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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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 Design denmark

I1 Red Star Design AwardH17 Emo Design

B1  Masayuki Kurokawa

J4 Good Design Award

H16 WFRIC

F1  OSVehicle H7 Bifoxs Industr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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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正式启动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is o�cially launched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

隆重开展。大展以“开放创新：再设计 • 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

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

创意家居等领域，瞄准现代工业设计开放创新趋势，展馆总面积

15000 平方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展，也是我国第一个

引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CES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设计大展。

本届大展集中展示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5000 余件挑战设计理念

的展品。展会四天观展人数超过 20 万人。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i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November 29, 2014. SZIDF 2014 themed on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has paid attention to fields of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open source maker,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ving and creative home etc. The exhibition hall covers 15000m2 area, which 

makes SZIDF to be the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the �rst 

fair in China to introduce the new product launching mode of CES, the world's 

largest fair of consuming electronics products. SZIDF 2014 exhibits over 5000 

items with novel design concept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visitors has reached over 200,000 within 4 day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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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 VONDOM         VONDOM Furniture, the top furniture brand of Spain

洛可可 55 度智能水杯          55° Cup by LKK Design Group

晟邦设计孵化项目        the incubation project of CBON Design

2015 全球新品发布会——
创新创意吸引眼球
Global new products launching 2015—
Innovation is eye-catching

本届设计大展，成为国内首个引入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专业

设计展。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 • 瑞席、意大利天才设

计师斯蒂凡诺 • 乔凡诺尼等国际设计大师，将 2015 全球新品发布

从拉斯维加斯、纽约、伦敦等转移至深圳。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

VONDOM 的智能家居新品、比 GOOGLE 智能眼镜还酷炫的中国首款

智能眼镜、晟邦设计孵化项目 “大师兄创意生活用品”、洛可可 55

度智能水杯，纷纷现场发布。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has become 

the �rst professional design fair in China to introduce the new product launching 

mode of CES. Karim Rashid, the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the world and 

Stefano Giovannoni, Italian talented designer etc. have been invited to Shenzhen 

from Las Vegas, New York and London. Various products have launched on site in 

succession including new intelligent household products of VONDOM Furniture, 

the �rst Smart Glass in China,which is more fantastic than GOOGLE Smart Glass, 

the incubation project "Dashixiong innovative household products" of CBON 

Design and 55°Cup by LKK Design Group.

全球最先进智能眼镜 REED         REED, the most advanced smart glass in the wor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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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设计开放创新高峰论坛，邀请到了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德席尔瓦作为主持人，当今美国著名的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 • 瑞席，以“数字时代设计的

新角色”为主题；来自丹麦玛利亚 • 本特森，聚焦“设计中的情感”；世界著名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日本黑川雅之，就“记忆与愿望—亚洲的记忆与世界的愿望”

为话题；iF 国际论坛设计全球执行总裁拉夫 • 威格曼，阐述“设计和产业 4.0，”总共 4 位国际设计大腕，带来各自当年度最新的设计智慧。

The Global Industrial Design Innovation and Change Summit Forum has invited Ms. De Silva, Secretary General of Icsid as moderator. Four international top designers have brought about their 

latest design wisdom of the year including Karim Rashid, the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all the Americas, who has given a speech themed on "Design's New Role in the Digital Age", Maria 

Bertsen,  from Denmark, who has given a speech themed on "Emotions in Design", Masayuki Kurokawa, a world-renowned architect and industrial designer from Japan, who has given a speech 

themed on "Memory & Desire—the Memory of Asia and the Desire of World" and Ralph Wiegman,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isgn GmbH, who has given a speech 

themed on "Design and Industry 4.0".

全球工业设计开放创新高峰论坛——
目睹年度最受瞩目设计方案
Global Industrial Design Innovation and Change Summit 
Forum—Witness the most attractive design scheme of the year

本届大展上举行了全球工业设计开放创新高峰论坛，吸引了全球工

业设计界顶尖大腕的激情碰撞，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智慧的光芒。国

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们共聚一堂，共同探讨在全球开

放创新的经济形势下对于工业设计、设计管理、设计艺术、设计教

育以及设计产业的发展，同时对创新设计中的最新技术成果、理论

与实践、设计方法等多个学术专题进行交流与研讨。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has held 

the Global Industrial Design Innovation and Change Summit Forum, which 

attracted global top designers of industrial design �eld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understandings with each other. The experts, schola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related �elds from home and abroad have gathered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design management, design art,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industry under the economic trend of global open innovation. They have 

also communicated and discussed several academic topics including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esign method etc. of 

innovation desig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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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可穿戴设备创新大会邀请到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研究负责人顾嘉唯做为主持人，全球领先 Mis�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斯瑞达 • 艾扬格探讨了

当下最热话题“如何设计世界领先的可穿戴设备”，IDEO 中国区设计总监黄智恒阐述了“为何我们需要可穿戴技术”、全球领导设计咨询公司 RKS 设计创始人拉维 •

桑尼分享了他的“可穿戴设备的人本设计观”、芬兰最著名的可穿戴公司 Myontec 董事会主席安蒂 • 菲赫拉斯基论述了“Myontec – 洞察可穿戴技术和智能服装”。

来自全球最知名的可穿戴机构设计大师，齐聚深圳，与中外设计师分享探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未来。

Intelligent Devices & Wearable Tech Conference has invited Gu Jiawei, the research lead of HCI team at IDL, Baidu research as moderator. Sridhar Lyengar, founder of Mis�t Wearable has discussed 

the hottest topic "Designing World-Class Wearables". Tony Wong, Design Director of IDEO China has elaborated "Why Might We Want Wearable Technology?". Ravi Sawhney, Principal, RKS 

Design has shared his point of view of "Human Centered Design in Wearables". And Antti Pihlaskoski, Chairman of Myontec's board has discussed "Myontec-Insight to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Clothing". The most famous design masters from wearable organizations have gathered in Shenzhen to share ideas and thoughts and discuss the future of smart wearable equipment 

with design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全球智能可穿戴设备创新大会 ——
尽享业界最受启发创新思维
Intelligent Devices & Wearable Tech Conference—
Enjoy the most inspired innovative thinking of the industry

这是一次产业巨头的大聚会。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纷纷聚集

深圳，在这里寻求合作机遇。全球智能可穿戴设备创新大会为业界

提供全球智能终端产业链的最新趋势，让全球的相关终端及设备供

应商、材料供应商、电子制造商、设计和科研单位代表，更加深入

的把握了解智能化产业市场和智能化发展机遇，为可穿戴设备行业

产品与科技创新，提供了最佳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This is a big party for industrial magnates. The magnates of global smart wearable 

industry have gathered in Shenzhen to seek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telligent Devices & Wearable Tech Conference has provided the latest trend 

of global intelligent terminal industry chain, which enables the related terminal 

and equipment suppliers, materials suppliers,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market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which is the best exhibition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products of wearable equipment industr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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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放创新论坛由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设备生产商 Seeed Studio（矽递科技）创始人、 SIDA 创客专委会主席潘昊主持，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公司 HAXLR8R 合

伙人邓肯 • 特纳用他独特的视角分享了“从创客到创造”，开源硬件协会国际部主席西蒙尼 • 西塞罗阐述了“谈创客时代开放和平台的重要性”，林恩 • 杰弗里

聚焦“创客之城：创客观念如何塑造城市未来”，西尔维娅 • 林特娜，密歇根大学副教授深入探讨了“对话 • 创客与中国文化”。

Make with Shenzhen was moderated by Eric Pan,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Seeed Studio and President of Maker's Committee of SIDA. Duncan Turner, Project Director and General 

Partner of HAXLR8R, the world's largest hardware accelerator talked about "From Maker to Making it"  from his unique perspective; Simone Cicero, Core Connector at OuiShare and Program Co-

Lead for OuiShare Fest elaborated "On the Role of Openness and Platforms in the Age of Makers"; Lyn Je�ery, PhD of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focused on "Maker Cities: How the Maker Mindset is 

Shaping Urban Futures"; and Silvia Lindtner, Assistant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scussed "Mak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国际开放创新论坛——
迈向国际化“创客之城”
Make with Shenzhen – 
Stepping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ized "City of Makers"

5.

深圳是全球公认的创客天堂，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具有浓厚的创

新氛围，华强北电子第一街、富有创意的研发方案公司和工业设计

公司、蓬勃兴起的创客加速器等打造了完整的创客产业链。本次国

际开放创新论坛聚集了来自全球的创客巨头，一同为将深圳打造成

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建言献策。

Shenzhen is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a paradise for makers. This young and 

vibrant city is �lled with a strong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The China Electronics 

First Street Huaqiang North, creative solutions development companies, the 

emerging maker's accelerators, etc. have created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for 

makers. Make with Shenzhen has gathered the global pioneering makers to o�er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Shenzhen as the unique "City of Makers" in the world.



086 / 主体活动 Events 087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本次会议由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林恩 • 杰弗里博士主持，西班牙巴塞罗那 FABLAB 创始人托马 • 迭斯，法国 InterFabs 研发工程师巴普提次 • 高堤耶，全球第三大开

源硬件设备生产商矽递科技创始人、SIDA 创客专委会主席潘昊和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林恩 • 杰弗里博士发表演讲。《长尾理论》、《创客：新工业革命》等科

技巨著作者，《连线》杂志前总编辑，3D Robotics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 安德森与国际微观装配实验室年会 (FAB12) 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比特和原子研究

中心负责人尼尔 • 哥申菲尔德教授等创客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及深圳市政府领导，共同探讨创客如何塑造城市未来和深圳作为“创客之城”的发展方向等话题。 

The conference was moderated by Lyn Je�ery, PhD of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Tomas Diez, Director of FABLab Barcelona, Baptiste Gaultier, R & D Engineer at Interfabs France, and Eric Pan, 

President of Shenzhen Makers Committee of SIDA, founder and CEO of Seeed Studio, China's largest and world's top three new hardware hatch platform and Lyn Je�ery, PhD of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delivered a speech respectively. Leading �gures in Maker's �eld like Chris Anderson, editor-in-chief of WIRED magazine from 2001 to 2012, author of The Long Tail and 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urrently the cofounder and CEO of 3DRobotics, Neil Gershenfeld, American professor at MIT and Director of MIT's 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 together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Shenzhen, discussed how to shape the city's fu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s "City of Makers" and other topics.

深圳开放创新圆桌会议——
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Roundtable Conference – 
Issuing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6.

全球创客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有可能同移动互联网、智能制

造等一起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是人们的生活

方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开源硬件的兴起，中国国内的创

客文化开始积淀，揭开了中国创客时代的序幕。来自全球创客领域

的领军人物汇聚鹏程，举行深圳开放创新圆桌会议，共同探讨创客

运动的发展方向，并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以及开放创新实验室

的成立，筹建全球首个 MIT 授权的 FABLAB2.0。并就举办深圳国际创

客周和 2016 FAB12，建设创客集聚区“国际创客空间”展开研讨，

竭力将深圳打造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创客之城 City of Makers”，

成为深圳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元的创新型城市的新名片与新

起点！

With the growing in�uence of the global maker's movement, it is likely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even the way people live with mobile Internet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Rec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open source hardware, the maker's culture 

in China began to accumulate, marking the prelude of China's age of makers. 

Global pioneering makers have gathered in Shenzhen to attend 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Roundtable Conference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s 

movement together and issue the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In 

ad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n innovation lab and the world's �rst Fab Lab 2.0 

authorized by MIT, discussions were started over holding Shenzhen International 

Maker's Week and Fab 12, as well as building the maker's area "International 

Maker's Space". All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build Shenzhen 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in�uential "City of Makers", which serves as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Shenzhen as China's �rst Innovativ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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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设计论坛——
设计大咖共探两岸设计融合发展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 
Design Masters Exploring the Desig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he Strait

7.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重要活动之一的“海峡

两岸设计论坛”在会展中心举行。两岸设计名家和文创业界专家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设计创新之道，并以各自设计经典产品为例，分

享双方设计理念与经验，期待两岸设计界的设计师、设计企业、设

计机构及设计院校等能够多交流、多联动、多融合，积极促进两岸

设计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共同推进两岸经贸文化关系的不断发展。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a key event of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as held in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Design masters and experts from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gathered 

to discuss the innovative way of design. They also took their classic design 

products as the example and shared their design philosophi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esigners, design enterprises, institutes etc.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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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设计论坛由台湾创意设计中心执行长陈文龙主持，台湾文创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萍探讨了“设计与创意城市”之间的关系，卓玉股份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陈德胜以他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从 Wearable 到 Comfortable 的设计思考”，著名工业设计师、YANG DESIGN 及 YDC 创始人杨明洁论述了“被第一夫人点赞的

茶具——论设计的国家性”，洛可可设计集团创始人贾伟以“设计的生命体验”分享了他多年来的设计心得。

The forum was moderated by Chen Wenlong, CEO of Taiwan Design Center. Lee, Yongping, Honorary Chairman of Taiw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gn and Creative City"; Ader Chen, Design Director of Xcellent Design and Products international elaborated "Design Re�ection: From Wearable to Comfortable"; Jamy Yang,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Founder of YANG DESIGN and YDC discussed "Tea Set Liked by First Lady – On the Nationality of Design"; and David Jia, Founder & CEO of LKK Design Group shared his design 

experiences with "Life Experience in Design".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会长陈云林，三三会会长、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海峡交流基金会原

董事长江丙坤，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驻会副会长李炳才，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洁出席活动。

Present at the meeting were Mr. Chen Yunlin, Former President and Advisor of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Mr. Jiang 

Bingkun, President of The Third Wednesday Club, CEO of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Mr. Li Bingcai, Former Standing Vice-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Ms. Lin Jie, Member of 

Shenzhen Municipal Standing Committee and Minister of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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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部中西合著设计巨作《设计进化论》的新书发布会由凤凰卫

视金牌主持人许戈辉主持。该书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电子

工业出版社联合出版，是全球设计行业首部跨越国际，集结全球知

名设计大师路易吉 • 克拉尼，丹麦皇室御用奢华视听品牌 B&O 设计

总监托斯滕 • 瓦勒，日本国宝级设计大师黑川雅之，Artek 家具设计

总监威乐 • 科科宁，意大利天才设计师斯蒂凡诺 • 乔凡诺尼，飞利浦

高级设计总监西恩 • 休斯等 20 位全球顶尖设计大师智慧，历时 2 年

筹划、潜心编写而成。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设计案例分析及

高端对话书籍，由两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原院长路甬祥作序，Icsid 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主席布兰登作跋

并推介，联想全球副总裁姚映佳、清华美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鲁

晓波隆重推荐。

The New Book Releasing for Design Revolution is moderated by Ms. Xu Gehui, 

famous hostess of Phoenix Satellite TV. This book, jointly published by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Profession Association and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is the 

first industrial design book gathering global design masters including: world-

renowned design master Luigi Colani; Torsten Valeur, design director of David 

Lewis Designers; Masayuki Kurokawa, world-renowned architect and industrial 

designer; Ville Kokkonen, design director of Artek; Stefano Giovannoni, famous 

Italian designer; Sean Hughes, Chief Design O�cer of Philips Design Healthcare, 

etc., gathering the wisdom of twenty top designers and with two years' planning. 

The content includes industrial design cases analysis and high-end dialogue. 

The preface is written by Dr. Lu Yongxiang, academician of CAS and CAE, former 

president of CAS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ith 

postscripts written by Icsid president and CEO of Good Design Australia, Brandon 

Gien;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Mr. Yao Yingjia, Vice President of Lenovo Group, 

and Mr. Lu Xiaobo, Dean of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设计进化论》新书签售会——
汇聚全球知名设计大师智慧
Design Revolution New Book Releasing – gathering the world 
design masters' wisdom

8.

左起：凤凰卫视金牌主持人许戈辉，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

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红，德国 iF 设计大奖组委会主席拉夫 • 威格曼，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电子工业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敖

然，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斯蒂凡诺 • 乔凡诺尼，深圳嘉兰图设计有

限公司总裁丁长胜，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北，

中世纵横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民，深圳市融一工业设计有限公

司总经理仪永杰。

From left: Ms. Xu Gehui, famous hostess of Phoenix Satellite TV; Ms. Shirley 

Fe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Profession Association; Mr. Ralph Wiegmann, Managing Director of 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 GmbH; Mr. Ao Ran, General Manager of China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ation Media Group, and Party Secretary and 

cooperative manager of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Mr. Stefano Giovannoni, famous 

Italian designer; Mr. Ding Changsheng, CEO of Newplan Design., Co., Ltd; Mr. Li 

Bei,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Fiyta Holdings Ltd; Mr. Zhang Jianmin, General 

Manager of CIGA Design Co., Ltd; Mr. Yi Yongjie, General Manager of RONE 

industrial Desig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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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夜暨国际设计师创业交流沙龙由凤凰卫视金牌主持人许戈辉主持，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副署长贾长胜出席活动并致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

长兼秘书长封昌红致辞。

Ms. Xu Gehui, famous hostess of Phoenix Satellite TV ,Remarks by Mr. Jia Changsheng, deputy director of Invest Shenzhen,Addresses by Ms. Shirley Fe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Profession Association.

美国领先 Mis�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斯瑞达 • 艾扬格，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斯蒂凡诺 • 乔凡诺尼，丹麦设计师协会执行总裁莫腾 • 格罗恩，深圳智能科技研发公司

睿讴分享了各自的案例经验。

There were cases sharings from Sridhar Iyengar, Founder of Mis�t Wearables, Stefano Giovannoni, famous Italian designer, Morten Grøn, CEO of Design Denmark and Shenzhe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Rrioo.

国际设计师创业交流沙龙——
意美高端设计项目落户深圳
SZIDF Design Night: Exchange Salon – the high-end design 
project from Italy and the US settled in Shenzhen

9.

开幕当天的设计之夜暨国际设计师创业交流沙龙旨在向全球领先的

创新设计企业家和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推介深圳的创业营商环境、优

势产业及国际合作领域，同时邀请来自美国、意大利、丹麦的世界

各地的顶尖设计师及深圳公司代表分享在深创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与

当地企业的合作情况。

The SZIDF Design Night: Exchange Salon on the fair opening day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the world leading design entrepreneurs and famous international 

design masters. The top designers from the USA, Italy and Denmark and Shenzhen 

enterprises representatives share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cooperation situation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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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星火奖终极评审暨颁奖仪式移师深圳——
在深圳看到世界最前沿设计
The Spark Concept Awards Final Judging Coming to Shenzhen – 
see the world's most frontier designs in Shenzhen

10.

美国星火奖 2014 年的终极评审暨颁奖典礼在本届大展展馆现场举

行，此次颁奖典礼是星火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评审及颁奖，

全球的获奖者亲临大展现场，这是对深圳做为“设计之都”城市在

国际上地位的一种赞许，更是对深圳作为“开放创新”先锋城市的

一种认可。

The 2014 Spark International Concept Award's final judging was held at the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this is the �rst time for Spark Awards 

that holds the judging and final awards celebration outside the USA, world 

designers gathering to celebrate at the hub area of the exhibition hall. This is also 

the recognition for Shenzhen as a City of Design, also the approval for Shenzhen 

as the leading open innovat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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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通用底盘现场装车演示，全世界第一台可由车主在 1 小时内组装上路的汽车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On site demonstration for the assembly of open source common chassis, and the �rst car in the world that can be assembled within 1 hour attracted numerous viewers to standby and 

experience

开源通用底盘现场装车演示——
自己组装汽车 1 小时可上路
On-site Assembling of The First Open Source Car——
Self-Assembled Car to operate in One Hour

11.

TABBY 汽车行业第一个开源硬件平台。它是一款通用底盘，可用于

装配任何类型的车辆，如两轮车、三轮车、都市车、高尔夫球车、

街头食品车、越野车等等。底盘长度可按个人需求用于 2 座或 4 座

车型。可兼容电动发动机、燃油发动机和混合动力发动机。车辆采

用散件包装的方式，更加方便运输，而且最大程度地节省了成本。

车辆的组装采用宜家式的 DIY 模式， 普通的工人，不需要特殊的工具，

在 1 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车的组装。对组装场地大

小没有要求， 所以也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造工厂。这款开源硬件

平台的资料（2D、3D）都可以在网站上免费下载。制造商、创客、

设计师们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创建一款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车辆。

TABBY is the �rst open source hardware platform in automobile industry. It is a 

general chassis, which can be assembled for any type of vehicle, such as two-

wheeled vehicle, three-wheeler, city car, golf cart, street food car, and SUV. The 

chassis length can be used for the vehicles with 2 seats or 4 seats in line with 

personal demand. It is compatible for motor engine, fuel engine, an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The vehicle is packaged by parts and components, so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and it will save cost to the largest extent. 

The vehicle assembly is suitable for the DIY model, which can be conducted by 

common workers without special tools. Meanwhile, the assembly of the vehicle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1 hour or shorter time. It does not have any requirement 

for the size of the assembly place, so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vest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to build factory. Therefore, the data (2D, 3D) for this kind of 

open source hardware plat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website for free. 

Meanwhile, manufacturers, creators, and designers can utilize this platform, to 

build a car with their distinct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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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设计之夜由日本产业振

兴会常务理事青木史郎致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建民致辞，由产品设计师铃

木元、产品设计师中坊壮介、建筑师寺田尚树为

与会嘉宾分享了近年来各自的经典案例。 

Night of GOOD DESIGN AWARD was addressed by Mr. 

Shiro Aoki,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O of Japan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JDP), and Mr. Zhang Jianmin, vice-

president of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Profession 

Association. Three GOOD DESIGN AWARD jurors who are: 

product designer Gen Suzuki, product designer Sousuke 

Nakabou and architect Naoki Terada have shared their 

classic cases respectively.  

国际设计嘉年华——
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设计之夜
International Design Carnival - 
Night of GOOD DESIGN AWARD 

12.

本次大展邀请到了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 198 家国内外参展商，

100 多位设计大师齐聚深圳，并举办了 SZIDF 设计之夜，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设计之夜等设计师交流活动，打造了一场国际设计嘉

年华。

The fair invited 198 exhibitors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over 100 design 

masters gathered together in Shenzhen, attending the SZIDF Design Night, 

GOOD DESIGN AWARD Night and many other exchange activities,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Carnival. 



Media RepoRts

媒体聚焦   5



104 / 

以“开放创新 ：再设计 • 新市场”为主题的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吸引国内外 500 余家

媒体跟踪报道。其中《瞭望东方周刊》以“设计改变中国”做为封面故事，对深圳工业设计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解读。

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12 时整，百度搜索“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找到相关报道约 14，500，

000 条结果。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ZIDF), themed on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has attracted the full-process 

tracking report of more than 500 domestic and overseas media. Among them, Oriental Outlook selected “Design Changes China” as its cover story and 

conducted a deep and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Shenzhen. As of 12:00, Dec. 4, 2014, around 14,500,000 entries of report had been 

searched on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5-1 媒体言论 

众多媒体评论人、经济学家、文化艺术家等，纷纷发表言论 ：
Plentiful Media Commentators, Economists and Cultural Artists, etc. 
have issued their opinions successively:

数字时代的魅力在于人人都是创造者，通过创造改变生活，以至于可穿戴设备来势汹

汹，创客空间备受追捧。昨日，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举行，可穿戴设

备和创客成为展会亮点，首款由意大利设计大师乔凡诺尼联合中国团队设计的智能眼镜

REED 举行发布会，直指 Google Glass 市场。

——《南方都市报》11 月 30 日第 SA06 版专题点评

The charm of digital age is that everyone is a creator that can changes life through creation. As a result, 

the wearable devices and maker spaces are extremely hot. Yesterday, the Seco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as held with wearable devices and makers as the hightlights. The 

first smart glass REED designed by the Italian designer Stefano Giovannoni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team, which is targeted for the market of Google Glas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SA06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n Nov 30

-
5-1 媒体言论 
           Media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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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设计大展以“开放创新 ：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

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瞄准现代工业设计创新与变

革的发展趋势，是我国第一个引入伦敦百分百设计展专家评审机制的展会，同时引入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

——《南方日报》11 月 28 日第 SC06 版专题点评

With the theme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SZIDF 2014 focuses on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ies and hardware, open resources and makers,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fe and 

other fields, centering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 of modern industrial design. The fair is China’s 

first design fair introducing the Jury Mechanism of London 100% Design as well as the New Products 

Launching mode of CE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SC06 of Nanfang Daily on Nov 28

逾百位全球顶级工业设计巨擘聚集深圳，展览规模居全球行业首位，最新工业设计产品

纷纷亮相，全球创客发布深圳宣言，专业观众突破 20 万人次，全球工业设计行业的目

光聚焦深圳⋯⋯刚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的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

全球“设计之都”的深圳，呈献了一场创新创业创意创客的绝佳演出。

——《深圳特区报》12 月 4 日第 A18 版专题点评

Over 100 world’s top industrial design masters gathering in Shenzhen, the world’s largest fair in 

the industry showcased the latest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s. Global makers issued Declaration in 

Shenzhen, drawing the world’s focus of industrial design on Shenzhen with over 200,000 professional 

audiences. The just-concluded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at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has presented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innovation, creation and 

makers in Shenzhen, the global “City of Design”.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18 of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4

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展——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12 月 2 日在

会展中心闭幕。本次展会 11 月 29 日开幕以来，亮点众多，创意之风俯仰皆是，刮起一

股设计风暴。而其中深圳设计闪耀全场，百位设计大咖齐聚鹏城，吸引约 20 万观众踊

跃参观。此次大展，全球创客巨头集结深圳，探讨 “创客之城”的发展方向。

——《羊城晚报》12 月 4 日第 A24 版专题点评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 the Seco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concluded at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on Dec 2. Since its opening on Nov 29, 

the Fair has been proud of numerous highlights and innovations, leading a trend of design. Among 

them, designs in Shenzhen are extremely remarkable and over 100 design masters have gathered 

in Shenzhen, attracting about 200,000 visitors to the fair. Furthermore, the global pioneering makers 

gathered in Shenzhen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s “City of Maker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24 of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Dec 4

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盛会昨日在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第二届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不但吸引了近 20 万的观众，更有国内国外企业组团前来寻找商机。

期间，《全球创客深圳宣言》重磅出击、全球首部中西合著设计巨作《设计进化论》横

空问世，引发全球创意界关注。

——《深圳商报》12 月 3 日第 C02 版专题点评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event concluded at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yesterday. The four-day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not only attracted 

nearly 20 million visitors, but also delegations from overseas enterprises explor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Fair, the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and the world’s first 

design masterpiece Design Revolution co-author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 masters have 

attracted the concerns of the global creative industry.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C02 of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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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侨报网址：www.sz-qb.com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深举行

为全球最大工业设计盛宴

深圳版 NEWS 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深圳侨报综合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为期四天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展

——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

计大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据悉，本

届大展以“开放创新：再设计·新市场”为

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

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

家居等领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

展。

5000余件设计精品亮相

秉承“打造世界设计风向标”的宗旨，

本届大展国际化程度更高，共分为设计未

来展区、深圳工业设计中心展区、中国设计

展团展区等 10 个区域。15000 平方米的展

馆，集中展示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 5000 余

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有 198 家知名设

计机构和企业参展。其中，海外知名设计

企业 138 家。大展共吸引来自美国、德国、

意大利、芬兰、丹麦、韩国等 25 个国家和地

区 100 多名全球知名设计大师汇聚深圳。

展示深圳本土原创力量

深圳工业设计占据了中国 60%以上的市

场份额。作为一个全球工业设计规模的国际

化展览，经过 7 位大展评审团成员的审核挑

选，选中中国国内参展商60家，中国国内展区

展示面积占到全馆的 30%。其中，大疆创新、

腾讯、飞亚达、洛可可、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

等深圳标杆设计机构，占据了整个中国国内

展区的半壁江山。

首部中西合著设计著作发布

开幕当天，全球首部中西合著的设计巨

作《设计进化论》新书发布暨签售会举行。该

书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电子工业出版

社联合出版，集结全球知名设计大师路易吉·克

拉尼、丹麦皇室御用奢华视听品牌B&O设计总

监 Torsten Valeur、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

等20位全球顶尖设计大师智慧，历时两年筹划、

编写而成。据悉，此书是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工业设计案例分析及高端对话书籍。

深圳侨报记者张秀云报道 11 月

29 日晚，以“筑梦美丽中国·助力改

革开放”为主题的第 26 届世界模特

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颁奖盛典在龙

岗大运中心落下帷幕。来自美国的

58 号参赛佳丽夏琳·霍伊特以靓丽

的外形和专业的台风技压全场，勇

夺第 26 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

决赛冠军。

据了解，今年是世界模特小姐大

赛第 9 次在深圳举办国际总决赛，也

是世模大赛进入中国十周年。在国

际总决赛举办前，参赛佳丽参与了

“生态龙岗·美丽绽放”大型公益活动

暨第 26 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入城仪

式，体验了生态龙岗的独特魅力。她

们还到访深圳国际低碳城，齐聚龙岗

客家民居建筑群，走进甘坑客家小

镇，体验龙岗的人文风情。

当晚的颁奖盛典现场流光溢彩、

精彩纷呈。璀璨的钻石概念舞台与

本届大赛举办地——龙岗大运中心

的钻石形象交相辉映，来自全球五大

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模特佳丽现

场展开激烈比拼，缤纷民族服装、热

辣泳装、优雅晚装展示不断引发现场

观众情绪高潮。最终，来自美国的 58

号参赛佳丽夏琳·霍伊特以靓丽的外

形和专业的台风技压全场，一举摘得

第 26 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

赛桂冠，乌克兰佳丽阿娜斯塔西娅·

苏克和俄罗斯佳丽娜塔莉亚·斯托克

分别夺得亚军和季军。

本届大赛还评选出了五大洲世

界模特小姐冠军、最佳民族服装奖、

最佳才艺奖、最佳形象奖、最佳身材

奖、最佳泳装奖、最佳国际友谊小姐

奖等奖项。其中，中国姑娘冀烜夺

得最佳民族服装奖。

26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落幕

五洲佳丽美丽龙岗争妍斗艳

刚刚过去的 11 月，也是深圳第

十五个读书月。经过 14 年的推动，

读书已经成为深圳全体市民共同的

精神盛宴，深圳也因此成为一座因

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

读书月15年参与人次过亿
深圳读书月从首届的 50 项活动

到今年 的 718 项 ，历 届 举 办 的 活 动

总数已达 4729 项。参与人次今年预

计可达到 1100 万人次，15 年直接和

间接参与读书月总人次达 1.06 亿。深

圳读书论坛作为深圳读书月最为知名

的活动，15 年来邀请了饶宗颐、金庸、

莫言、二月河、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帕特里克·格兰威尔等 121 位国内外知

名学者大家来这里开办讲座。此外，

深圳读书月在城市中播撒读书种子，

催生出一批民间阅读组织。

“打工妹”因读书改变命运
14 年前，家住山东聊城的苑文

冉高中毕业后便来到深圳打工，在

一家线路板公司做擦机工，一个月

才领几百元的工资。为改变命运，

苑文冉用省下来的钱报了电脑学习

班，几个月后她便能熟练地进行高

级 办 公 软 件 及 图 形 图 像 处 理 的 操

作，成功进入一家外企做品质组长，

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但苑文冉并没有因此止步，为了

能对品质管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她又自费参加了 ISO9000 的体系培

训，2005 年便被提升为品质工程师

助理。2006 年报考了深圳大学成人

教育学院，经过 3 年的刻苦学习，在

拿到专科毕业证书之后，顺利被公司

提升为质量工程师。2011 年，她又参

加了圆梦计划本科班学习，于次年顺

利取得了国家注册质量工程师和注册

审核员的资格认证。

从去年开始，苑文冉成为了深圳

读书月“青工大课堂”的一名兼职工作

人员，通过自己的业余时间来推广、宣

传阅读。她说：“希望通过宣传，带动

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阅读的快乐。”

温馨读书月市民共分享
——记深圳第十五届读书月

深圳侨报记者 谢青芸 文/图

深圳侨报记者颜晶报道 “我想详细了解龙岗对我们刚

落户或公司初创阶段的资助或优惠政策有哪些。”日前，“千人

计划”专家韩永飞在参加完龙岗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交流会后再次打电话到龙岗区委组织部人才科进行咨询。类

似的电话或上门咨询，人才科每天都会接到10多个。

据了解，为了吸引更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落户龙岗，特别

是在帮助他们度过公司初创阶段的艰难时期方面，龙岗区筑巢

引凤，采取了不少针对性的举措，推出了诸多扶持政策。近年

来，龙岗区每年安排3.5亿元的人才、科技、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在项目资助、住房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优惠与扶持。

据介绍，在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带动下，龙岗区涌现出华为、

比亚迪等一批龙头企业，在龙岗区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杰出人才

和领军人才已超过300人。

龙岗每年安排
3.5亿元“筑巢引凤”

深圳侨报综合 深圳市政府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始，所有需办理营业执照的商事主体设立

登记业务（包括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各类分支

机构和个体工商户）采用“四证合一”登记模式办理。

据悉，2013 年 3 月 1 日，《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

定》正式实施，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正式开始。深圳启动

商事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事主体市场准

入门槛，实现高效审批、快捷办照、优质服务。改革历经一年多

的时间，商事主体注册登记门槛已大幅降低。随着“四证合一”

正式施行，申请人从此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四证申请。但商事

主体的变更等业务仍按原来登记模式由四个部门分别办理。

条件成熟后，“四证合一”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展到变更等业务。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创业激情。统计显

示，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深圳新登记商事主体

76.18 万户，平均每月新增 3.62 万户。至此，深圳累计商事主

体 170.47 万户。按 1500 万人口计算，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

体 113.7 户，是名副其实的创业之都。估计到 12 月底，深圳将

成为中国商事主体数量最多的城市。

深圳侨报综合 2015年，深圳机场有望开通四条欧美国际

航线。同时，深圳机场总体规划出炉，并有了明确的时间进度表。

这是记者日前从深圳机场获知的信息。按照总体规划，第三跑道、

卫星厅、T4航站楼将在2025年前陆续建成，未来机场保障容量将

达6300万人次。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深圳机场共有32家客运航空公司，开通

客运航线总数达到172条，其中国内航线154 条，国际和地区航线

18条。每周都有超过5600个航班，飞往118个国内外城市。

在总体规划中，深圳机场第三跑道将于 2016 年动工，

2018 年建成投入；同时作为 T3 航站楼与 T4 的过渡，将于

2018 年启动卫星厅建设，并于 2020 年建成可满足 800 万人次

设计保障容量；T4 航站楼将于 2020 年启动，2025 年建成可满

足 6300 万人次的旅客容量。

机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2015年深圳机场在国际航线

上将有所突破，深圳-法兰克福、深圳-旧金山以及深圳-北京-
波特兰、深圳-北京-柏林四条欧美国际航线已列入计划，有望

明年开通。此外，亚洲航线也会不断加密增开。

而随着欧美航线的开通，“24小时通关和72小时过境免签

指日可待。”深圳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边检通道已经增

加至16出16进，未来还将建设自助查验通道，为未来国际航线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深圳机场明年有望
开通四条欧美航线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和刻章许可证一站式搞定

深圳商事登记“四证合一”

世模佳丽竞相比美。深圳侨报记者 钟致棠 摄

光明新区碧眼社区居民积极组织读书活动。

本届大展以“开放创新 ：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

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展馆总面积 15000 平方米，集中

展示了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 5000 余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

计大展，也是我国第一个引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展会，

致力于打造成为引领世界设计风向标、最具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一流工业设计品

牌盛会。

——《晶报》12 月 3 日第 A10 版专题点评

The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ZIDF) themed on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has paid attention to fields of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open source maker,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ving and creative home etc. The exhibition hall 

covers 15000m2area and exhibits over 5000 items with novel design concept from 25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which makes SZIDF to be the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the first fair in China to introduce the new product launching mode of CES, the world’s largest fair 

of consuming electronics products, devoting itself to become a leading professional, high-end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grand event.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10 of Daily Sunshine on Dec.3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为期四天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展——2014 第二届中国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据悉，本届大展以“开放创新：再设计 •

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

及创意家居等领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展。

——《深圳侨报》12 月 6 日第 A10 版专题点评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held in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rom November 29 to December 2. 

It is reported that SZIDF 2014,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hemed on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New Market” has paid attention to fields of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open source maker,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ving and creative home etc.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10 of 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News on Dec.6

从开幕式上在空中轰鸣回旋、航拍全会场景并即时投影到大屏幕的无人机，到世界上第

一款肌肉传感智能短裤，再到摇一摇开水瞬间变温水的洛可可 55 度杯，和眨眨眼就能

收发短信的智能眼镜⋯⋯日前在深圳会展中心 9 号馆开幕的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

业设计大展，如同一场未来时代的高科技秀，令参观者脑洞大开、惊叹不已。

——《深圳晚报》12 月 2 日第 B14 版专题点评

From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hich rolling and hovering in the air, taking photo of the whole 

scene and instantly projecting to the large screen to the world’s first muscle-sensing smart shorts, 

even to the LKK 55°Cup which can cool down the hot water by shaking and the smart glasses which 

can receive and send text message by blinking......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eld in Hall 9,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is like a high-tech show of 

future era which surprised all the visitor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B14 of Shenzhen Evening News on Dec.2

与首届相比，本届大展国际化程度更高。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全球领先的肌肉测

量可穿戴技术公司、意大利知名开源硬件汽车公司、世界最大原型样车制作工作室，以

及韩国、荷兰、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际知名设计机构参展，国际展区展示面积占

全馆 70%，比首届提高 10%，198 家参展商中海外参展商 138 家。

——《深圳特区报》11 月 30 日第 A01 版专题点评

Compared with the 1st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he 2nd one is of highe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agnate of global intelligent wearable industry, the world’s leading 

muscle-sensing wearable techonology company, Italian famous open source hardware Car Company, 

the world’s largest prototype sample car manufacture studio and the world-renowned design 

organizations from South Korea, Netherlands, Britain and Singapore etc. have attended this fair.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rea covers 70% of the whold hall, which is increased by 10% over last year. 

There are 198 exhibitors, among which 138 are overseas exhibitor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01 of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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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 4 天的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很多充满创意和个性化的设计

惊爆了观众的眼球。不少智能设备都是第一次亮相，比如可以代替手机的智能眼镜，眨

眨眼就能拍照发短信了 ；可以玩游戏的智能头箍，直接通过脑电波来玩游戏，连手都不

用动一下⋯⋯这不禁让人感叹，以后都靠脑了，那手以后干嘛去？

——《广州日报》12 月 2 日第 SZA15 版专题点评

During the 4-day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visitors have been 

surprised by the creative and personalized design. It’s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many intelligent devices 

including the smart glasses which can replace mobile phone by receiving and sending text message 

in a blink and the smart headband which can play games through brain waves without using 

hands......People cannot help thinking what hands have to do when all the things can be done by 

brain.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SZA15 of Guangzhou Daily on Dec.2

在本届展会上，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深圳工业设计中心展区中，

将设开放创新工业设计成果展，该展览将汇集深圳 2014 年获得 iF、红点、IDEA、G-MARK

全球四大设计大奖的获奖作品。同时深圳本土的标杆企业也将集中亮相。深圳大疆创新

最新研制的无人机也将首次亮相。

——《广州日报》11 月 27 日第 SZA21 版专题点评

What will Shenzhen, the “City of Design” bring to us in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The open innovation industrial design achievements exhibition will be 

settled in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central exhibition area, which gathers the Shenzhen award-

winnning works in 2014 of iF, RedDot, IDEA and G-MARK, the world’s top four design awards. 

Meanwhile, the local benchmarking enterprises of Shenzhen will show up together. It’s als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lates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eveloped by Shenzhen DJI Innovation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SZA21 of Guangzhou Daily on Nov.27

最受国际界关注的是，本次大展邀请到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瑞席、意大

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等从拉斯维加斯、纽约、伦敦等转移至深圳，现场进行 2015 年

全球新品发布会，成为了中国首个引入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专业设计展。全球工

业设计领域最顶尖的四大奖项（IDEA、IF、GMARK、星火奖）首次集体亮相设计大展

首次同台竞技，观众将能首次不用跑多个区域集中看到 GMARK 硅谷最牛设计师 Yves 

Behar 等多位国际设计大咖的经典获奖作品。

——《晶报》11 月 24 日第 A16 版专题点评

What attracted the greatest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field is that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will invite Karim Rashid, the most famous industrial 

designer in the world and Stefano Giovannoni, Italian talented designer etc. coming to Shenzhen from 

Las Vegas, New York and London. It will also hold the global new products launching 2015 onsite, 

becoming the first fair in China to introduce the new product launching mode of CES. The top four 

awards of industrial design field in the world (IDEA, IF, GMARK and SPARK) will show up together an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SZIDF 2014 for the first time. It’s also the first time for visitors to appreciate 

the classic award-winning work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designers such as Yves Behar, GMARK the best 

designer in Silicon Valley without rushing to different exhibition areas.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A16 of Daily Sunshine on Nov.24

秉承“打造世界设计风向标”的宗旨，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更是引领

世界设计前沿潮流，把控全球设计开放创新趋势，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

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国际化程度比首届展会更高。

——《羊城晚报 》11 月 13 日第 ZA24 版专题点评

Adhering to the tenet that “to create an indicator of the world design”,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takes the lead of world design, controls the open innovation 

trend of global design and pays attention to fields of intelligen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hardware, 

open source maker,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mart living and creative home etc. It’s of highe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 Specially commented on Page ZA24 of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No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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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户外广告
           Outdoor Advertisement

设计大展户外广告宣传，凸显全民设计理念，

提倡“开放创新 ：再设计 • 新市场” 

Outdoor advertising for SZIDF, highlighting the universal design theory, 
advocating"Open Innovation: Redesign New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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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路段世界之窗旁 Near the Window of the World, Oct Road

深南路红树林北侧 North Side of mangrove, Shennan Road

南山区北环路与麒麟路交汇处西南侧 Southwest side, Beihuan Road and Qilin Road crossing, Nanshan district

深南路南头检查站立交桥东侧绿化带 Green belt, East side of the overpass, Nantou check point, Shennan Road

帝豪酒店与万通大厦间绿化带 Green belt between Dihao Hotel and Wantong Mansion

滨河大道与科苑南路交汇处西南角绿化带 South-west green belt, crossing of Binhe Avenue and Keyuan South Road

北环路侨城西立交桥南侧 South side of overpass, west of OCT, Beihuan Road

北环路梅林立交桥北侧 North side of Meilin overpass, Beihuan Road 竖幅广告 Vertical ads

大门广告  Advertising at the fount door

北门广场广告 Advertising at the North Square 

立柱广告 BILLBOARDS 会展中心广告 ADS AT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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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视报道
            Television Reports

吸引国内外 500 余家媒体跟踪报道。

其中《瞭望东方周刊》以“设计改变中国”做为封面

故事，对深圳工业设计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解读。

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12 时整，搜索“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找到相关报道约一千四百五十万

条结果。

The SZIDF 2014 attracts over 500 media agencies 
to make reports. The Oriental Outlook took the 

“Design Changes China” as the cover story, explains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about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As of 12:00, December 4, 2014, 
approximately 14.5 million entries of report had 
been searched on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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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2—《央视财经评论》

《央视财经评论》切合创客文化对大展的“国际开放创新论坛”及“深圳开放创新圆桌会议”

进行了重点评论报道，并对《全球创客深圳宣言》内容做出了深度剖析。

CCTV2 - CCTV Financial Review

CCTV Financial Review covered key reviews on "Make with Shenzhen" and "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Roundtable Conference" of SZIDF in light of maker's culture as well 

a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De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深圳卫视—深视新闻

《深视新闻》以“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为深圳创意设计插上翅膀“为主题，3 次重点报

道了大展中极具创意的展品，并对意大利、德国、丹麦、台湾等一众参展嘉宾进行了专

题报道。

Shenzhen Satellite TV - Shenzhen TV News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add wings to the Shenzhen creative 

design”, it reported the quite creative exhibits in the fair for three times, and made special reports on 

exhibitors from Italy, Germany, Demark,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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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都市—第一现场

《第一现场》聚焦深圳原创设计力量，对

展会上的本土自主创新设计展商进行了大

力的报道，彰显了深圳“设计之都“的原

创实力。

Shenzhen City Channel - the First Spot

The First Spot focused on the strength of 

Shenzhen original design, made lots of reports 

o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xhibitors, 

demonstrating the original strength of City of 

Design, Shenzhen.

深圳财经—经济生活报道

《经济生活报道》重点挖掘在本届大展上

深圳设计与国际设计的合作新领域，深度

剖析了其合作推出的设计产品的市场潜在

力。

Shenzhen Financial - Reports on Economy 

and Life

Shenzhen Financial mainly reported the new 

cooperation areas between Shenzhen design 

and international design, and deeply analyzing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products.

深圳公共—18 点新闻

《18 点新闻》从民生角度出发，着重报道

了大展上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创意设

计产品，譬如洛可可的 55 度杯、OSV 的

DIY 自组汽车等，呈现设计在日常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理念。

Shenzhen TV - 18:00 pm News

18:00 pm News made reports from the view of 

people's livelihood, made special reports about 

the creative products which are quite relevant 

to people’s daily life, such as LKK’s 55° Cup, DIY 

vehicle from OSV, etc., all these showed that 

design is everywhere in life.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现场报道 5 次，重点播报了大展开幕当天

的盛况以及多场国际化论坛活动。

CNR-Huaxia Radio

CNR reported SZIDF on the spot for five times, 

mainly introduced the opening ceremony day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深圳电台 - 先锋 898 新闻

11 月 18 日 -12 月 2 日，深圳电台 898 早

晚新闻，设计大展专题广告报道，共计

30 次，11 月 29 日 -12 月 2 日 现 场 专 题

报道 8 次，将受众影响范围扩大到了各行

各业。

Shenzhen Radio Station – FM898 News

From 18th,  Nov to 2nd,  Dec,  the FM898 

broadcasted SZIDF in its morning and evening 

news for 30 times; from Nov. 30 to Dec.2, it has 

broadcasted 8 times, expanding the audience 

scope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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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

12 月 2 日，深圳市第十届“创意十二月”活动新
闻发布会举办。本届“创意十二月”以“质量深圳，
创意为先”为主题，总体活动数量151项，其中重点项
目 30 项，分为九大类别，涵盖创意设计、工艺美术、
书画艺术、动漫游戏、旅游休闲、物质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与上一届相比，本届“创意十二月”总体活
动数量增加了14项，重点项目质量和整体品牌形象均
有较大提升。

第十届“创意十二月”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
市文体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深圳设计之都
推广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市创意
文化中心） 总承办，启动仪式于12月7日上午举行。

深圳市从 2005 年开始举办“创意十二月”活动，
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届。经过连续十年的培育，“创意十
二月”系列活动在深圳乃至全国都已产生较大影响，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深圳市民追踪文化潮
流、享受创意理念及参与创意设计的文化节庆，为推
动深圳文化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落实“文化
立市”及“文化强市”战略、实现“两城一都”发展
目标和推动“三化一平台”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创意十二月”是深圳全市范围内的群众活动，群
众参与是“创意十二月”持续开展的核心动力。今年

“创意十二月”活动覆盖的群众范围十分广泛，有面向
专业人士的深圳创意设计七彩奖、第十届深圳画家画
深圳美展，有面向业余爱好者的第三届美丽深圳·快乐
家园——深圳市民创意剪纸艺术大赛，有面向大学生
的 2014大学生动漫创意设计大赛，有面向青少年的深
圳市风筝文化进社区暨青少年手绘风筝大赛，有面向
打工青年的第二届外来青工书画大赛，也有老少咸宜
的上河坊加勒比风情节。

据组委会介绍，市民互动是本届“创意十二月”
活动的一大特点。今年征集到的创意活动几乎每一项
都充分面向深圳市民，鼓励市民参与到活动中来。有
些活动是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普通市民是整场活动
的主角，比如 2014深圳书城广场创意文化节、弘文杯

“创意王国”DIY设计大赛、2014年深圳市第二届潮人
文化节等。一些专业性的活动也都开设了方便市民互

动参与的环节，比如第八届深圳舞蹈大赛、空无·善意
设计场等，市民可以免费观看决赛演出和展览。组委
会表示，要将“创意十二月”打造成为市民参与创
意、市民享受创意的大平台。

“创意十二月”系列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也在逐年提
升。第十届“创意十二月”活动中，国际特色显著的
项目有16项，包括第九届设计之都公益广告大赛作品
展、2014 中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第 31 届
ELITE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全球总决赛、2014 年度德国
iF 设计大奖获奖精品深圳展、GDC 平面设计在中国
2003-2013墨尔本巡回展、2014全球游戏品牌峰会、首
届中韩茶器工艺年度交流会等。这些项目注重国际创
意理念与本地文化产业融合，既强调市场效益也追求
社会效益，吸引全球创意人士参与深圳创意文化产业
发展，为深圳乃至中国创意文化产品和创意文化理念

“走出去”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创意十二月”活动既注重社会效益也注重经济效

益，在营造全民创意氛围的同时，努力发挥其对创意
产业的拉动作用。企业、产业协会、创意园区和基地
等在“创意十二月”活动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本届“创意十二月”活动的力嘉创意文化月、
2014年第七届深圳·宝安 （国际） 创意文化节、深圳大
学城创意园“创业市集”、名家雕塑在坪山展、2014第
三届国瓷永丰源创意文化节、深圳市第五届古典红木
艺术嘉年华等项目都是由企业、产业协会、创意园区
和基地等报送的。这些单位通过参与“创意十二月”
系列活动，展示了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提升了自身
品牌价值，加快了成果转化和创业孵化的步伐。

根据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在第九届
“创意十二月”汇报会上就办好“创意十二月”活动所
提出的“接地气、树品牌、重推广，加强创意文化中
心建设，加强‘创意十二月’前期筹划”三点希望，
从今年开始，“创意十二月”组委会对系列活动提出了
新的建议和要求，“创意十二月”将从“五个结合”出
发向下一个十年迈进，一是政府与民间相结合，二是
精英与市民相结合，三是艺术与市场相结合，四是专
业与产业相结合，五是本土与国际相结合。

12月 2日，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盛会在深圳
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第二届中国（深圳）国
际工业设计大展，不但吸引了近20万名观众，更有近
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组团前来寻找商机。期间，全球
创客巨头们还共同发布了《全球创客深圳宣言》。他们
认为，深圳拥有开放包容的城市创业文化，将是全球创

客的乐园。
本次大展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大力支持，由深圳

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国际
工业设计联合会（ICSID）、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共同协办，同时也得到深圳市
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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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成为全球创客乐园
李海若 马忠煌

深圳市民参与“创意十二月”体验展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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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主题报告会

360°香草比萨切

炫彩户外血氧仪

绿苔车

参观者在第二届中国 （深圳） 国际
工业设计大展上拍摄一台新加坡公司设
计的概念电动自行车Orbital Frame。

毛思倩摄 （新华社发）

全球最大设计专业展会

第二届中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以“开放
创新：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
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
意家居等领域。展馆总面积1.5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了
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件展品。这次大展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大展，也是我国第一个引
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CES 展新品发布会模式
的展会。主办方希望把大展打造成为引领世界设计风
向标、最具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一流工业设计
品牌盛会。

本届大展还吸引了国内来自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的 25 个团体 350 人的经贸团队前来寻求合作
商机。大展前期，为138家海外参展商每家安排5-7家
对接深圳企业的活动，共实现中外企业对接859次，其
中初步达成意向543次，落实项目前期合作78个。

作为全球工业设计规模最大的设计专业展会，
2013 年第一届中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四天
的展会时间里，集中展示了来自国内外176家参展商的
设计展品，吸引近 20万人前往参观、交流，其中海外
参展商107家，占据整个展馆面积的65%。

相比上届展会，第二届中国 （深圳） 国际工业设
计大展国际化程度更高。来自全球 25个国家和地区的
198 家知名设计机构和企业参展，5000 余件呈现全新
性、前瞻性、体验性、挑战性设计理念的展品展出。
其中，海外知名设计企业138家，同比增长30%，占展
馆面积的70%。

引发智能穿戴热潮

继谷歌公司发布第一代智能眼镜 Google Glass 以
来，全球智能产品市场风生水起，引发了一波又一波
的高科技产品研发浪潮。本次大展新增设计前沿 （智
能可穿戴） 展区，并举行了全球智能可穿戴创新大
会。其中，智能睡眠眼罩、GOCCIA 健康测试仪、
REED 智能眼镜、洛可可 55 度智能水杯、脑电波感应
器、咘瓜儿童智能手表、沃飞裸眼三维电视等近百件
最新智能产品集体亮相；全球领先Misfit可穿戴公司创

始人斯瑞达·艾扬格、全球领导设计咨询公司RKS
设计创始人拉维·桑尼、IDEO 中国区设计

总监黄智恒、芬兰最著名的可穿
戴公司 Myontec 董

事会主席安蒂·菲赫拉斯基、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人机
交互组研究负责人顾嘉唯等世界知名可穿戴机构设计
大师，齐聚深圳，与中外设计师分享、探讨智能可穿
戴设备的未来。

开 幕 当 日 ， 一 款 号 称 比 谷 歌 眼 镜 更 先 进 的
“REED”智能眼镜成为当天最大亮点。它集通话、
GPRS 导航、摄像和信息四大功能为一体，并能实现
智能手机的蓝牙、WiFi 所有功能，只要眨眨眼就能
拍照上传、收发短信、查询路况，甚至可以戴在墨
镜和近视眼镜上。“REED 智能眼镜能完全替换掉你
的手机了！”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乔凡诺尼笑着对笔者
说。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
昌红告诉笔者：“谷歌眼镜开创了高科技眼镜的先河，
但是其价格太贵，因而不可能广泛地让老百姓使用，
而REED的价格几乎是谷歌眼镜的1/3，并细化和增加
了多项普通消费者适用的功能，能够完全解放双手，
几乎可以取代手机。”

首创“1+5：设计×制造业”配对

设计的好坏最终体现在商业价值上。首届大展共
计实现中外企业对接 2326 次，展开实质合作 853 个项
目。其中，作为第一届中国 （深圳） 工业设计大展的
产业对接项目——中丹设计日促成的 OCUP 智能水
杯，以及意大利天才设计大师斯蒂凡诺·乔凡诺尼牵手
深圳企业硕果共同合作开发的 REED 智能手表成果最
具显著。

在首届“设计+制造”产业对接会基础之上，本届
设计大展启动“1+5：设计×制造业”的配对形式，开
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即组委会根据每家参展
商的设计优势及发展方向，同时每位参展商提出5家最
希望合作的潜在客户，最终组委会专业团队去
跟踪特定邀请5家企业，努力促成双方之间的
交流和洽谈，进行最终的商业配对和潜在的
项目合作支持。

在 Misfit 的展位上，笔者向参展商了解
到，不少淘宝商户想要找他们做团购，
还 有 人 想 要 Misfit 帮 他 们 设 计
App，有很多观众都来询
问现场有没有商
品 卖 ，

他们觉得此次展会给他们带来的合作几率约有八成。

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作为创客产业链最完善的国际创客聚集区，深圳
用华强北电子第一街、研发方案公司、工业设计优
势、创客加速器、先进制造厂商打造了完整的创客产
业链生态系统，整个城市充满创新创业的活力，是全
球公认的创客天堂，被称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

本届大展新增创客空间展区，请全球创客集结深圳
精彩展出：HFW的意大利流水智能餐厅，意大利知名开
源硬件汽车公司 OSVehicle 的最新款开源汽车，超大容
积的便携式自助洗车仪，全球第一精度0.02mm、全球第
一速度300mm/s、全球唯一真正自主研发全中文系统的
最高级别 Ideaprinter3D打印机，婴儿监护仪等数十件展
品齐聚一堂。

“创新改变世界，创造成就梦想”。备受全球创客
关注的是，此次参展的创客巨头们共同发布了 《全球
创客深圳宣言》。《创客》及《长尾理论》作者、创客之父
克里斯·安德森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实验室
主任、全球微观装配年会主席尼尔教授均将以视频方式
参与盛会，并祝贺圆桌会议成功举办。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写道：“我们崇尚创造，我
们信仰创新，我们乐于分享，我们就是我们——我们
是创客。我们认同，深圳拥有开放、包容的城市创业
文化，创新驱动、质量引领的发展理念，完备的创新
生态链体系，强大的产业配套和工业设计力量，这里
将是全球创客的乐园。我们乐见，深圳以更大力度支
持全球创客发展，全力支持 FAB12 在深圳举办，每年
6.18举办国际创客周，建设国际创客空间，盛邀全球创
客领袖共建开放创新实验室，以本地先进制造
连接智能微观制造，携手全球创客，
共建属于世界的创客天堂。”-

5-4 报纸报道
           Newspaper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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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日起，一批新的法规规章开始施行。每个寄养家庭最多
能寄养几名儿童？企业安全事故最高会被罚多少钱？哪些制售假
药、劣药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从重处罚？这些都在新规中得到明确。

■ 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处罚力度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12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进一
步加大了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法律规定，对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单位，按照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类事故等级分
别处以最低20万元最高2000万元的罚款。

为解决执法懈怠问题，在安全生产事故预防方面，法律规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事
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

■ 流浪儿寄养门槛提高

12 月 1日，民政部出台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管理办
法提出，每个寄养家庭寄养儿童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且该家庭无
未满 6 周岁的儿童。寄养残疾儿童，应当优先在具备医疗、特殊教
育、康复训练条件的社区中为其选择寄养家庭。

管理办法扩大了寄养儿童范围，不仅规定未满18周岁、监护权
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可以被寄养，还提出“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承担
临时监护责任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展家庭寄养，参照本办法
执行”。

在规范化方面，管理办法提高了寄养家庭的准入门槛。为了让适
合寄养的儿童回归到更具稳定性且健全功能的家庭，管理办法明确了
寄养家庭在居住条件、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道德品行、主要照料人年
龄等方面应当具备的条件。

同时，管理办法对儿童福利机构主要承担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包
括培训寄养家庭中的主要照料人，组织寄养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监督、
评估寄养家庭的养育工作等。管理办法还提出，具有社会工作、医疗康
复、心理健康、文化教育等专业知识的家庭和自愿无偿奉献爱心的家
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 卖假药毒害孕产妇婴幼儿从重处罚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药、劣药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联合制定的 《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12月1日起实施，七种情形将被从重处罚。其中包括：

——生产、销售的假药以孕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病人
为主要使用对象的；

——生产、销售的假药属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放射性药品、避孕药品、血液制品、疫苗的；

——生产、销售的假药属于注射剂药品、急救药品的；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生产、销售假药的；
——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期间，生产、销售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假药的；
——两年内曾因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

刑事处罚的；
——其他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解释还进一步明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行为的共犯范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硙）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在
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夕，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来到北京首家接诊艾滋病患者
的佑安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一线医护
人员、基层防艾工作者和志愿者。

李克强首先来到感染科病房，
看到这里一对艾滋病患者夫妇通过
实施母婴阻断措施拥有了健康宝
宝，李克强高兴地为孩子送上祝
福。他说，艾滋病可防可控可治，
这个孩子给你们一家带来了欢乐，
也让更多患者燃起生命的希望。我
们已经决定，将一些技术上成熟、
成本可控、社会效益好的防艾措
施，在 2015 年底前推广到全国，
力争率先在孩子身上实现“零艾
滋”目标。

在被艾滋病患者视为心灵寄居
地的医院“恬园工作室”，社会组
织负责人和志愿者纷纷向总理介绍
他们为艾滋病患者服务的情况。李
克强勉励说，战胜病魔不仅需要科
学的力量，也需要社会各方给予关
爱，它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是防治艾滋病的生
力军，作用不可替代，你们将心比
心，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政府将更
多向社会购买服务。尽快启动建立
社会组织防艾基金，完善防治艾滋
病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政
策。让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营造全
社会关注艾滋、尊重生命的氛围。

随后，李克强与医学专家、基
层防艾人员、志愿者和国际组织代
表座谈交流。他说，艾滋病是人类
重大挑战。防治艾滋病，最重要的

是要有爱心、智慧和毅力。患者得
了这个病，不仅身体和心灵备受折
磨，还可能受到歧视，他们是最需
要帮助和关爱的群体。经过不懈努
力，我国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这凝聚着广大医护工作者和社会各
方面辛勤努力和奉献。

当听到专家们介绍我国防艾面
临的新形势，李克强说，艾滋病防
治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投入不仅
不会减少，还会不断增加。要结合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更有针对
性地做好艾滋病预防、干预和治疗
服务，加大筛查力度，特别要加强
高危人群防治，力争在新一代疫苗
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基层医务人
员反映，艾滋病防治也面临一些社
会问题。李克强说，全社会都要传
播防艾的文明理念。不光要落实

“四免一关怀”政策，给艾滋病患
者平等就业、看病的机会，更多要
在精神上给他们关爱和支持，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大家一同守望相
助、共渡难关。听了两位国际组织
代表发言，李克强说，中国愿与世
界各国携手，在技术、药物和资金
等方面深化合作、分享经验，为人
类战胜艾滋病作出贡献。

临别前，李克强对围拢过来的
医护人员说，你们是防治艾滋病的
中坚力量，就像无数闪耀的星星，
照亮了夜空，让艾滋患者前行的路
不再孤单。前几天，国务院常务会
已通过加强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
护的意见，你们首先要保护好自身
的健康，政府也会为医护人员更好
地尽职履责提供保障。

刘延东、郭金龙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在出席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时强调

与各国携手 深化合作分享经验

安全事故最高可罚2000万元

录取比例有较大幅度上升

该负责人介绍，2015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 141 万人通过
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 90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
85.5%，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为40∶1。2014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共有152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实际参加考试人
数为 99 万，参考率约为 88.5%，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
为 51∶1。可见，2015 年国考与 2014 年相比，报考人数、实际参
加考试人数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录取比例相应有较大幅度上升。

同时，“扎堆”报名现象明显减少。本次招考有3个职位报考比例
超过 2000∶1，比去年减少了 7 个；报考比例最高为 2674∶1，比
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考生报名更趋理性

该负责人介绍，从今年报考情况看，考生报名日趋理性。他
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是职位条件设置更加合理。
今年，招录机关按要求对招考职位的描述更加具体，资格条件设
置更加详细，有些职位明确描述了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地
点和户籍等，减少了考生盲目报考。二是考生变得更加理性。近
几年社会媒体对公务员职业的分析、报道增多，考生对公务员职

业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跟风报名情况减少。三是报名纪律约束更
加严格。考生的不诚信行为将被记入诚信档案库，报名注册更加
规范，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随意报考和试考的“水分”。

雷同试卷按违纪违规处理

11月30日上午，在北京服装学院考点，记者见到了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正在巡考。记者了解到，考试当天，中
央公务员主管部门选派巡考人员，对全国31个省市46个考点城市
进行巡考。

考场外，记者看到，公安、无线电管理等部门派出专门人员
和设备在场外巡视、监控。

同时，考前各地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消除各种风险和安全隐
患。近日，上海市公安部门主动作为，重拳出击，破获打掉了一
个专门针对2015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的网上兜
售考试作弊器材的跨地域犯罪团伙，捣毁多个生产、销售、维护
相关器材的不法窝点，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大批非法器
材，关闭了一批非法网站。

该负责人介绍，考试结束后将启动雷同试卷甄别鉴定系统，
对使用高科技设备作弊的行为进行筛查、认定和处理。对于认定
为雷同试卷的，均按照违纪违规处理办法，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取消考试资格且5年内或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等处理。

2014 年，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共对 330 名考生进行违纪违规
处理，其中，233人成绩无效，93人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4人
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

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考录司了解到，2015 年 1 月上中旬将公
布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分数线和第一批进入面试的人选名单。1月
中旬，进行第一次调剂补充面试人选。2015年 5月，将组织补充
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工作。

“匈奴故都”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近日
在陕西省靖边县统万城现存遗址启动，其核心工程是建
设一座兼顾文物保护和展示的地下博物馆。

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是中国历史上五胡
十六国时期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

址，也是匈奴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存的唯一可考的
都城遗址，距今已有1600年历史。目前统万城遗址的前
期修复、保护工程已基本完成，遗址区域将作为今后遗
址公园的核心地带加以保护。图为统万城现存约11米高
的城墙、护城壕、瓮城等。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匈奴故都”考古遗址公园启建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电 （记者李林
宝 ） 29 日 下 午 ，
“《共产党宣言》在
世界的传播”专题展
览开幕式在中共中央
编译局隆重举行。此
次展览由中央编译局
与德国恩格斯故居博
物馆联合举办。

本次展览是迄今
世界范围内《共产党
宣言》版本展览规模
最大、种类最多的一
次。展览汇总了中央
编译局和恩格斯故居
博物馆双方各自收藏
的《共产党宣言》，以
及部分民间收藏的

《共产党宣言》。
同时，展出的还

有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毛泽东同志阅读批注
的《共产党宣言》、《中
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红四军《共产党
宣言》布告（1929 年）
等珍贵档案资料。

展览还展出了4份十分珍贵的马
克思恩格斯手稿真迹，其中 1872 年 9
月25日恩格斯致巴黎公社会员、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本杰明·勒穆修的书信，
马克思《伦敦笔记》（笔记本II）的头两
页，以及 1872 年 2 月 9 日马克思致拉
沙特尔的书信是首次面向公众展示。

11月30日上午，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近
90万名考生实际进入考场竞争2.2万余个岗位。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与往年相比，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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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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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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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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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莎车处置一起暴恐案
本报乌鲁木齐11月29日电（记者李亚楠）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提供的消息，
11月28日13时30分许，一伙暴徒驾乘车辆在莎
车县美食街投掷爆燃装置并砍杀群众，造成4人

死亡、14 人受伤。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立
即分两路包抄，将暴徒压制在美食街中部，并
及时疏散群众。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 11 人。
现场查获一批爆燃装置、大刀、斧头等作案工
具。

目前，受伤群众已得到有效救治，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
革
十
二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王俊岭） 30 日下午，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环球时
报社、零极限健康净心网等
多家知名文化单位联合主办
的“首都名流‘健康消费心
灵文化’研讨会”在西单图
书大厦举行。

数十位文化界人士探讨
了净化社会文化生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
何用和谐、健康、贴近民众
的优秀心灵文化作品启迪思
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等
文化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并
在《健康消费心灵文化倡议
书》上签字。

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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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11 月 30 日，在
深圳举行的第二届
中国 （深圳） 国际
工 业 设 计 大 展 上 ，
来 自 德 国 、 法 国 、
意 大 利 、 西 班 牙 、
芬兰等 2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5000 余件饱
含创意的设计精品
吸 引 了 众 多 参 观
者。图为新加坡公
司设计的概念电动
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工业设计 创意味浓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叶晓楠） 中国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今天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出席会议，全国政协副主
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主持开幕会并致
开幕词。

万鄂湘指出，2014 年，民革通过多种渠道积
极履行参政党职能，高层协商座谈成效显著，重
点成果不断涌现，积极推进志愿服务立法建设，
信息工作取得突破。民革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中共
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
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 19次。在中共中央就十
八届四中全会文件听取意见过程中，民革中央提
出的许多意见建议得到了采纳。民革中央围绕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
全年选定32个课题，开展调研46次，报送书面建
议19篇，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

2015年度公务员国考开考
近90万人实际参考 参考人数与录用比例为40∶1

本报记者 李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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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打造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
创新创意创业创客提升“深圳质量”

发放15万份导览图
截至 12月 2日中午 12点，组委会接待中心的

15万份导览图已被展会观众拿光，预测观展观众高
达 20万人次。
25个经贸团寻求合作
经统计展会吸引了国内来自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等地 25个团体 350人的经贸团队前来寻求
合作商机。
初步达成意向543个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2月 2日上午 12点，在

前期给 138家海外参展商每家安排 5-7家对接深圳
企业计划中，总共实现了中外企业对接 859次，其
中初步达成意向543个，落实项目前期合作 78个。
高峰论坛数百座位爆满
11月 29日开幕式当天，在会展中心 5楼簕杜

鹃厅举行的全球工业设计高峰论坛，厅内 600多个
座位全部坐满，超过 200人挤在会场走廊及两侧，
来自国内外多个地区的设计师及设计机构都慕名而
来，向国际设计大师取经。下午两点半，全球智能
可穿戴创新大会开场不到半个小时，因为入场人数
太多，会展中心不得不调派人手支援组委会工作人
员维持现场秩序。

透过数字品味展会
场景火爆成果丰硕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吴德群）这是一次产业巨头
的大聚会。记者在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采访看到，
全球智能可穿戴及创客巨头，纷纷聚集深圳，在这里寻
求合作机遇，并且与深圳本土创客一起，力争将深圳打
造成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

可穿戴智能产品引人关注。记者在智慧生活展区
看到，深圳市佳简几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推出的创新
设计产品——幼芽儿童坐姿矫正器，吸引了众多妈妈
的“围观”，因为这款产品可以帮助小朋友矫正身姿，
预防近视。

全球领先Misfi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斯瑞达·艾扬
格、全球领导设计咨询公司 RKS设计创始人拉维·桑
尼、IDEO中国区设计总监黄智恒、芬兰最著名的可穿
戴公司Myontec董事会主席安蒂·菲赫拉斯基、百度深
度学习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研究负责人顾嘉唯等世界知名
可穿戴机构设计大师，齐聚深圳，与中外设计师分享探
讨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未来。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展新增创客空间展区，
HFW的意大利流水智能餐厅，意大利知名开源硬件汽
车公司OSVehicle的最新款开源汽车，超大容积的便携
式自助洗车仪，全球第一精度 0.02mm、全球第一速
度 300mm/s、全球唯一真正自主研发全中文系统的最
高级别 Ideaprinter3D打印机，婴儿监护仪等数十件展
品亮相。

同期，还举行了国际开放创新论坛，全球最大的硬
件加速器公司 HAXLR8R项目总监和合伙人邓肯·特、
意大利QuiShare的核心牵头人和项目负责人西蒙尼·西
塞罗、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林恩·杰弗里、密歇根大学
副教授西尔维娅·林特娜等创客领域的领军人物出席演
讲，探讨 “创客之城”的发展方向。

全球智能可穿戴巨头首次齐聚

创客巨头集结深圳
打造“创客之城”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吴德群）中国深
圳工业设计大展，成为国内首个引入
CES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专业设计展。
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瑞
席、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等国际
设计大师，将 2015全球新品发布从拉斯
维加斯、纽约、伦敦等转移至深圳。

大展上，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
VONDOM 的 智 能 家 居 新 品 、 比
GOOGLE智能眼镜还酷炫的中国首款智
能眼镜、晟邦设计孵化项目—“大师兄
创意生活用品”、洛可可 55度智能水杯，
进行了4场 2015年现场新品发布会。

全球最先进智能眼镜REED
“REED”智能眼镜所包含的全球最先

进的产品技术性能，包括微显技术、运行
速度等，其“科技性+设计性”强化结合的
特质和全面覆盖智能城市的社会管理功
能，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比同等智能眼
镜要先进一代，该款眼镜吸引了全球各行
各业的聚焦关注。

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VONDOM
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 VONDOM，联

手优逸空间智能家居、美国工业设计师明
星凯瑞姆、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
西班牙顶尖设计大师EERO AARNIO等
国际合作伙伴，推出世界级的时尚艺术与
创意智能类的产品，此次新品发布会上对
旗下VLEK、LALA、PEACOCK等多个高
端室内外家具、时尚花器、艺术地毯、照明
灯具进行新品发布。

洛可可55度智能水杯
55度智能水杯，是 LKK洛可可设计

集团旗下智慧生活类第一款产品，是在洛
可可十周年之际，自行研发、设计、生产而
成的一款“快速降温水杯”。与普通保温
水杯不同，55°杯采用特殊工艺，利用物
理降温原理，能很快地将 100摄氏度的开
水降温至 55°左右；或将冷水升温至
55°左右，快速调试成可立刻饮用的健康
温水，被称为新一代的饮水神器。该产品
将首次立足深圳，面向全球举行最高级别
的新品发布会。

晟邦设计孵化项目
由晟邦国际专项设计团队研发，为

全球首个专属聚焦大学生的设计品牌。
项目专为大学校园的新生代人群提供有
品质的专属时尚的设计，包括生活用
品、学习文具、数码配件等，开创了大
学生市场设计专属定制时代。

全球四大新品发布
创新创意吸引眼球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吴德群）记者昨日获悉，在本届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举行了深圳国际开放
创新圆桌会议，吸引了全球创客的目光。值得一提的是，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正式发布。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的主题是：创新改变世界，创造
成就梦想。
《宣言》内容如下：
我们崇尚创造，我们信仰创新，我们乐于分享，我们

就是我们——我们是创客。
我们认为，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为舞台，以应

用为导向，以开放融合为特点的创新模式，是产业变革的
未来方向。

我们实践，在开源的软硬件平台上，运用数字化制造
来呈现创意，实现创造。

我们坚信，创客将为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
工业革命打开大门，迎接个人创造和智能制造时代的到
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认同，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创业文化，创新驱动
和质量引领的发展理念，完备的创新生态链体系，强大的
产业配套和工业设计力量，这里将是全球创客的乐园。

我们乐见，深圳以更大力度支持全球创客发展，全力
支持FAB12在深圳举办，每年6月18日举办国际创客周，
建设国际创客空间，盛邀全球创客领袖共建开放创新实
验室，以本地先进制造连接智能微观制造，携手全球创
客，共建属于世界的创客天堂。

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拥有创造无限可能和实现美
丽梦想的机会。面向未来，让我们志存高远，海纳百川，共
同打造改变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历史的创客时代。

改变从此开始，梦想由此成真。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吴德群）深圳市
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
昌红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正成为推动深圳
本土企业与国际顶尖工业设计机构合作的
重要平台。本届大展上，全球首款智能水
杯 ocup正式亮相，全球最先进的智能眼镜
REED首次发布。

开启中丹设计智能产业合作篇章
全球首款智能水杯 ocup，由丹麦设计

师协会主席Troles，与深圳市睿讴科技有
限公司CEO尹继圣联合打造。这是首届中
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期间对接成
功的项目合作成果，也是中丹设计合作的
首个硕果。
“去年在第一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

大展上，我们与丹麦设计师协会结缘。”睿
讴科技 CEO尹继圣说，“在 ocup的设计
中，公司特意邀请了前丹麦设计师协会主
席 Troels担任睿讴科技首席设计师，为
ocup打造专属造型设计。”

封昌红表示，在国际设计界，丹麦设
计风格极为吸引眼球，智能杯的亮相，开
启了中丹设计的智能产业合作篇章。

这款智能水杯颠覆传统。据介绍，
ocup采用了高硼硅玻璃材质，杯身上具有
LED柔性矩阵屏，只要挥动一下特定的手
势就能快速在杯身上看到水温、水量等信
息，手机上 app扫一下朋友 ocup上的二维
码，就能配对进行情趣互动。而且，配合
使用 teao为品牌的五种茶包，ocup可自动
识别这包茶泡多少分钟将获得最好的口感
等人性化的功能。而更能戳中消费者需求
的痛点还有另一项功能——双模蓝牙通
讯，可实现手机与 ocup的互动功能。

智能眼镜可望提升智慧城市
继谷歌发布第一代智能眼镜 Google

Glass以来，全球智能产品市场风生水起，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高科技产品研发浪
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先锋城市，深

圳的高科技行业发展一直引跑其他城市，
接轨国际最新潮流。

本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主展场，
一款名叫“REED”的智能眼镜首次发布，
其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技术性能、“科技性+
设计性”强化结合的特质和全面覆盖智能
城市的社会管理功能，吸引了全球各行各
业的聚焦关注。

这 款 全 球 最 先 进 智 能 眼 镜
“REED”，通话、GPRS导航、摄像和信
息四大功能融为一体，并能实现所有智能
手机的蓝牙、WIFI所有功能，在用户眼前
展现实时信息，可以完全解放双手，只要
眨眨眼就能拍照上传、收发短信、查询路
况等操作。

备受国际界关注的是，REED智能眼
镜拥有的微显技术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比
同等智能眼镜要先进一代，其运行速度也
比其他智能眼镜要高 0.8倍以上。同时，
REED的电池续航时间可达到 4个小时以
上, 续航时间比目前市面上同等智能眼镜
的使用时间长一半左右。

这一创新产品，也是在首届大展上结
识并建立的项目。与以往中外合作项目不
同的是，REED的核心激光头等技术是中
国设计团队的自主知识产权，外观设计等
则来源于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的跨
界作品。

封昌红表示，作为第一届中国 （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的成果项目，REED
智能眼镜的“科技性+设计性”强化结合的
特质，使其可实现多个智能城市的社会管
理功能，已经吸引了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
的注意，有望运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

首届设计大展重要产业对接项目结出成果

两大智能产品落地深圳推动国际合作

全球规模最大彰显魅力
一个大展的影响力，在于展出的规模，以

及整个行业参与度。
显然，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已

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展会。本届大展展出
面积 15000平方米，集中展示全球近 25个国
家或地区 5000多件呈现全新性、前瞻性、体
验性、挑战性设计理念的作品，是全球规模最
大的工业设计大展。

全球工业设计领军机构和企业，纷纷前
来参展。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
长兼秘书长封昌红告诉记者，整个大展共计
有198家知名设计机构和企业参展。

不仅如此，国际顶尖工业设计机构的亮
相，提升了整个大展的档次。美国 Spark
Award 星火奖、拜仁设计中心、日本
G-mark 设计大奖、佛罗伦萨设计周、
iF-Universal Design、丹麦国家馆、意大
利国家馆七个国际设计展团参展；国际设计
大师展区特邀了日本国宝级跨界设计大师黑
川雅之和意大利国宝级设计大师乔凡诺尼个
人成就展；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Mis-
fit、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HAXLR8R等国

际顶级机构参加大展。

国际化引领迈向高端
国际化，正成为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上一张闪耀的名片。
与首届相比，本届大展国际化程度更高。

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全球领先的肌肉
测量可穿戴技术公司、意大利知名开源硬件
汽车公司、世界最大原型样车制作工作室，以
及韩国、荷兰、意大利、英国、新加坡等国际知
名设计机构参加大展，国际展区展示面积
占全馆 70%，比首届提高 10%，198家参展
商中海外参展商138家。

全球最知名的工业设计师，已经把深
圳大展，看成国际工业设计重要的展会。美
国顶尖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瑞席更是坦
言，深圳国际设计大展有望超过米兰。

事实上，本届大展吸引了全球数百位
设计“大咖”集聚深圳。记者了解到，大展吸
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芬兰、西班
牙、日本、韩国等 2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位全球知名设计大师汇聚深圳。全球智
能可穿戴行业巨头Misfit创始人斯瑞达·
艾扬格、全球最大的硬件加速器 HAX-
LR8R合伙人邓肯·特纳、美国未来研究所
所长林恩·杰弗里、日本国宝级跨界设计大
师黑川雅之、德国 iF设计大奖组委会主席
拉夫·魏格曼、芬兰著名可穿戴公司
Myontec董事会主席安蒂·菲赫拉斯基等

45位设计大师出席。

亮点众多吸引全球目光
一道道亮光，正从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上发散开来，吸引的是全球工业设计产业
的目光。

这些亮光，来自大展的众多亮点。
中国首个引入CES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

专业设计展。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巨星凯瑞
姆·瑞席、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等国际
设计大师 2015全球新品发布从拉斯维加斯、
纽约、伦敦等转移至深圳。

全球智能可穿戴国际巨头首次齐聚深
圳。本次大展新增设计前沿（智能可穿戴）展
区和举行全球智能可穿戴创新大会，智能睡
眠眼罩、GOCCIA健康测试仪、REED智能眼
镜、洛可可 55度智能水杯等近百件最新智能

产品集体亮相。
全球创客巨头集结深圳，打造世界独一

无二创客之城。本届大展不仅新增创客空间
展区，吸引全球创客作品集结深圳精彩展出，
同期举行了国际开放创新论坛。

产业对接模式全国首创“ 1+5”商业配对，
推动中外企业对接，展开实质性的项目合作。

全球首部中西合著的设计巨作——《设
计进化论》举行新书发布会暨现场签售，并由
凤凰卫视金牌主持人许戈辉主持。

全球工业设计领域最顶尖的五大奖项
（红点、IF、GMARK、星火奖、IDEA）作品，首
次同台竞技；深圳国际开放创新圆桌会议，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重磅出击。同时，配套活
动高端丰富，举办 5场主题报告、4场全球设
计对话、12场设计工作坊、138场设计与产业
对接会，设计飓风引爆大展全场。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吴德群 文/图

创意设计激发创新创业热情，创客风暴席卷冬
日鹏城。

逾百位全球顶级工业设计巨擘聚集深圳，展览
规模居全球行业首位，最新工业设计产品纷纷亮
相，全球创客发布深圳宣言，专业观众突破 20万人
次，全球工业设计行业的目光聚焦深圳⋯⋯

刚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的第二届中国（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全球“设计之都”的深圳，
呈献了一场创新创业创意创客的绝佳演出。

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
计大展，已然成为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

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参观本届工业大展时表示，
要牢固树立“深圳质量”的理念，推动创新、创意、创
业和创客融合发展，以创意设计引领提质量、调结
构、促转型，为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迈向质量时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说，深圳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坚持开放创新，以“深圳
质量”为新标杆，引领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不断发展，
相信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将促进中国工业设计
发展，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本届大展在工信部支持下，由深圳市政府主
办，市经贸信息委悉心指导，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承办，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ICSID）、中国工业设计
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共同协办。 大展规模宏大，品质高端。

大展吸引众多国际设计师到场。

专业观众现场体验REED智能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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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广
的设计大展

本届大展以“开放创
新：再设计·新市场”为主
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
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
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
居等领域，展馆总面积
15000平方米，集中展示了
全球 25个国家和地区 5000
余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设
计大展，也是我国第一个引
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
产品 CES展新品发布会模
式的展会，致力于打造成为
引领世界设计风向标、最具
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的
一流工业设计品牌盛会。
作为全球工业设计规模

最大的设计专业展会，
2013 年第一届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展会四
天集中展示了来自全球的
176 家国内外参展商的设计
展品，迎来了共计 158000
人前往参观与交流，其中海
外参展商107 家，占据整个
展馆面积的 65%，打造了
2013年度最具专业化、高端
化、国际化的引领世界设计
风向标的设计品牌盛会。
相比往届，第二届中国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国际化程度更高。 15000
平方米的展馆，集中展示全
球 25个国家和地区，5000
余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
共计有 198家知名设计机
构和企业参展。其中，海外
知名设计企业 138家，同比
增 长 30% ，占 展 馆 面 积
70%。整个大展集中展示
全球近 25 个国家或地区
5000多件呈现全新性、前
瞻性、体验性、挑战性设计
理念的作品。

全球智能可穿戴国际巨
头首次齐聚深圳引发智
能穿戴热潮
继谷歌发布第一代智能

眼镜 Google Glass以来，
全球智能产品市场风生水
起，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高
科技产品研发浪潮。本次大
展新增设计前沿（智能可穿
戴）展区和举行全球智能可
穿戴创新大会。其中，智能
睡眠眼罩、GOCCIA健康测
试仪、REED智能眼镜、洛可
可55度智能水杯、脑电波感
应器、咘瓜儿童智能手表、沃
飞裸眼三维电视等近百件最
新智能产品集体亮相；全球
领先Misfit 可穿戴公司创
始人斯瑞达·艾扬格、全球
领导设计咨询公司 RKS设
计创始人拉维·桑尼、IDEO
中国区设计总监黄智恒、芬
兰最著名的可穿戴公司
Myontec董事会主席安蒂·
菲赫拉斯基、百度深度学习
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研究负责
人顾嘉唯等世界知名可穿戴
机构设计大师，齐聚深圳，与
中外设计师分享探讨智能可

穿戴设备的未来。
开幕当日，一款号称比

谷歌眼镜更先进的“REED”
智能眼镜成为当天最大亮
点。它集通话、GPR S导
航、摄像和信息四大功能为
一体，并能实现智能手机的
蓝牙、WIFI所有功能，只要
眨眨眼就能拍照上传、收发
短信、查询路况，甚至可以戴
在墨镜和近视眼镜上。“扔掉
你的手机吧，REED智能眼
镜能完全替换掉你的手
机”！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乔
凡诺尼笑着对记者说。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

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
红告诉记者：“Google眼镜
开创了高科技眼镜的先河，但
是他价格太贵了，没有广泛的
让老百姓使用，REED则价格
几乎是google的 1/3,并细
化和增加了多项普通消费者
试用的功能，完全解放双手，
几乎可以取代手机。”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发
表：将深圳打造成独一
无二创客之城

作为创客产业链最完善

的国际创客聚集区，深圳华强
北电子第一街、研发方案公
司、工业设计优势、创客加速
器、先进制造厂商打造了完整
的创客产业链生态系统，整个
城市充满创新创业的活力，是
全球公认的创客天堂，被称为
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
本届大展新增创客空间

展区，吸引了全球创客集结
深圳精彩展出：HFW的意大
利流水智能餐厅，意大利知
名开源硬件汽车公司OS-
Vehicle 的最新款开源汽
车，超大容积的便携式自助
洗车仪，全球第一精度
0.02mm、全 球 第 一 速 度
300mm/s、全球唯一真正自
主研发全中文系统的最高级
别 Ideaprinter3D 打印机，
婴儿监护仪等数十件展品。
“创新改变世界，创造成

就梦想”。备受全球创客聚
焦关注的是，此次参展的各
位创客巨头共同发布了《全
球创客深圳宣言》。《创客》及
《长尾理论》作者、创客之父
Chris Anderson（克里斯·
安德森）和美国麻省理工比
特与原子实验室主任、全球

微观装配年会主席Neil 尼
尔教授均将以视频参与并祝
贺圆桌会议成功举办。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里

说：“我们崇尚创造，我们信
仰创新，我们乐于分享，我们
就是我们——我们是创客。
我们认同，深圳开放包容的
城市创业文化，创新驱动和
质量引领的发展理念，完备
的创新生态链体系，强大的
产业配套和工业设计力量，
这里将是全球创客的乐园。
我们乐见，深圳以更大力度
支持全球创客发展，全力支
持FAB12在深圳举办，每年
6.18举办国际创客周，建设
国际创客空间，盛邀全球创
客领袖共建开放创新实验
室，以本地先进制造连接智
能微观制造，携手全球创客，
共建属于世界的创客天堂。”

产业对接模式全国首
创：“ 1+5”商业配对

设计好坏的最终体现是
商业价值。首届大展，来自
全球的 176 家国内外参展
商，展会四天共计实现中外
企业对接2326次，展开实质

合作 853个项目。其中，作
为第一届中国（深圳）工业设
计大展的产业对接项目：中
丹设计日促成的OCUP智能
水杯，以及意大利天才设计
大师斯蒂凡诺·乔凡诺尼牵
手深圳企业硕果共同合作开
发的REED智能手表成果最
具显著。
在首届“设计+制造”产

业对接会基础之上，本届设
计大展启动“1+5：设计×制
造业”的配对形式，开启一个
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组委会
根据每家参展商的设计优势
及发展方向，同时每位参展商
提出5家最希望合作的潜在
客户，最终组委会专业团队去
跟踪特定邀请5家企业，努力
促成双方之间的交流和洽谈，
进行最终的商业配对和潜在
的项目合作支持。
在 Misfit的展位上，记

者向参展商了解到，不少淘
宝商户想要找他们做团购，
还有人想要misfit帮他们设
计 app，有很多观众都来询
问现场有没有商品卖，他们
觉得此次展会给他们带来的
合作机率约有八成。

11月29日启动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展——2014第二届中
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于昨天在会展中心9号馆圆满闭幕。

截至昨天中午12点，接待中心的15万份导览图已被观众全部拿完，
组委会预测观展观众高达20万人次，比去年上涨约20%。在前期给
138家海外参展商安排的对接计划中，总共实现了中外企业对接859
次，其中初步达成意向543次，落实项目前期合作78个。同时，在大展
期间全球创客巨头们还共同发布了《全球创客深圳宣言》。他们认为，深
圳开放包容的城市创业文化，将是全球创客的乐园。

本次大展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大力支持，由深圳
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
（ICSID）、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共同协
办，同时也得到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圆满闭幕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发布深圳将是全球创客的乐园

C01活的文化
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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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量子《深圳闯荡记》
研讨会书城举行

【深圳商报讯】（记者 谢晨星）11月 12日
下午，长篇小说《海阔天空：深圳闯荡记》在中心
书城举行了作品研讨会。该书是深圳本土作家
量子创作的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长篇小
说纳木错之梦四部曲的第一部，日前由作家出
版社出版。深圳文坛知名作家、评论家胡野秋、
相南翔、于爱成以及作者等出席了研讨会。
《深圳闯荡记》讲述了改革开放后，西安一

所大学的一群青年教师相继下海，20年后，有
些成了贪官、有些成为海归名流、有些成了网络
“大V”，同样的起点，同样的时代，一群人走出
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本书尝试创建一种互
联网时代的“群传体”小说体裁：由主创搭建一
个统一的故事背景和平台，然后一群人各自讲
自己的故事，最后，由主创将这些故事整合成一
体。研讨会上，相南翔指出，该书具有鲜活性、理
想性和时代性。胡野秋则表示，小说素材丰富，
具有沉重的命运感。

“说文解字”第五期
邹金灿讲解李商隐

【深圳商报讯】（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陈
春燕）虽然深圳读书月各种文化活动目不暇
接，但每期都吸引大量观众的“说文解字——
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课堂”第五期将于 11月
15日下午两点半在罗湖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
活动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深圳市阅
读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杂文学会和罗湖区图书
馆策划承办。

记者了解到，此次特别邀请了青年学者邹
金灿讲解李商隐的《筹笔驿》。李商隐远大的抱
负、困顿的人生，以及他面对种种困厄时虽有
感伤但不低头的刚强气格，与我们在教材上展
示多情、感性、柔弱的李商隐是一体两面。通过
品读，邹金灿将带领大家认识李商隐沉雄的一
面。此外，他还会为大家带来古雅的粤语吟诵，
通过分析以及吟诵诗作，与大家一起走近李商
隐这位大诗人。据了解，邹金灿是首届“屈原
奖”全国十佳青年诗人，古典诗文创作功底深
厚，对传统文化颇有独到见识，相关文章散见
于《南方人物周刊》、《书屋》、《深圳商报》、腾讯
儒学频道等媒体。

作为深圳首家历史影像博物馆，
由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的越众历史影像馆将于本周末正
式开馆，与历史影像相关的系列活动
也将陆续登场。除了在主场馆展出、放
映众多馆藏的珍贵历史影像，主办方
还将联手新历史合作社，在书城、美术
馆、图书馆等地以多种形式推出超过
40场主题活动，引动一场全城联动的
“历史嘉年华”。可以说，在这个周末，
您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
重拾历史的怀旧情怀。

珍贵影像，连续展映一个月
作为深圳又一座重量级的民间博

物馆，越众历史影像馆是一所集收藏、
研究、展示为一体的民办非盈利学术
机构，以中国历史题材的影像资料为
收藏及研究方向，深度挖掘“藏在海外
的中国记忆”和“散落民间的深圳记
忆”。

作为展馆的开幕活动，从 11月
15日开始，位于罗湖区越众产业园内
的越众历史影像馆将举行三大主题活

动，包括品牌展览活动“国家记忆──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二战中缅印战场
影像”系列精品回顾展、越众历史影像
馆馆藏介绍和为期一个月的纪录片展
映月活动。

其中，“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
案馆馆藏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系列

精品回顾展将于 11月 15日到 2015
年 3月 31日期间在越众产业园园区
和影像馆一楼展出，综合回顾四年来
“国家记忆”系列展览所取得的成绩。
“国家记忆”系列展览自 2011年起已
在深圳、重庆、台北、杭州、华盛顿、北
京等多地做过巡回公益展出。

影像馆二楼还将展出珍贵馆藏介
绍，包括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库等来自
海外的影像、当代摄影影像和以深圳
口述史、民间故事为主的深圳民间历
史影像。此同时，在 11月 15日到 12
月14日期间，越众产业园内的越众剧
场将举办纪实影像放映月活动，为了
方便市民前来观看，除了开幕日当天
之外，影像月的活动将会在每周的周
三、周五晚上和周六、周日的下午进
行。

全城联动，重拾我们的故事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重新审

视历史的活动中来，越众历史影像馆
携手新历史合作社共同主办“历史嘉
年华 2014”。“历史嘉年华”是中国第
一个开放性公共历史节，由新历史合
作社发起并主办，至今年已是第五届。
本届历史嘉年华以“我们的历史，我们
的故事”为主题，将在11月15日到16
日，在深圳多个专场场馆，采用多中
心、多主题、多模式呈现，密集展开超
过40场主题及专场活动，将是一次多

元多彩的公共历史盛会。
其中包括故事岛系列活动分别于

11月 15日上午、下午、晚上在书城、
关山月美术馆、图书馆、福田图书馆等
地举办，邀请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公
众名人进行主题演讲，讲述个人经历，
分享历史记忆。11月16日下午，还将
在福田区图书馆举办“关于历史，90
后有话说”，邀请众多 90后嘉宾分享
历史写作的经验。课堂系列活动在16
日全天举办“课堂·口述历史工作坊”，
围绕口述历史展开探讨。15日开始的
“沱牌舍得·煮酒论史大讲堂”则由胡
发云、南兆旭、李淼、邓康延等多名人
文学者担纲，进行主题讲座。表演单元
活动将于 15日晚在西西弗书店举行
历史戏剧朗读之夜。同时，历史嘉年华
的重头戏，一年一度的“国家记忆·致
敬历史记录者”致敬盛典也将于11月
16日在深圳万科·梦工场举行，这是
“历史嘉年华”系列活动的高潮部分，
以庄严的姿态向民间历史记录者致
敬，以丰满的内容展现历史之美，以多
样的形式显示历史的维度。

收获论坛邀请
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
【深圳商报讯】（驻沪记者 楼乘震）为纪念

《收获》创始人和老主编巴金先生诞辰 110周
年，首届“收获论坛暨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
10日在上海作家协会大厅举行。

论坛暨对话在知名80后作家与年轻批评
家之间展开，对话主题为“文学与时代”，重点
讨论文学的高度以及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出
席作者包括张悦然、笛安、七堇年、颜歌、周嘉
宁等实力派年轻作家，此外也有近来逐渐成为
文坛关注焦点的霍艳、郑小驴、甫跃辉，更有
《收获》发掘的默默耕耘者，如双雪涛、常小琥、
旧海棠⋯⋯同样，“对话”既邀请著名评论家杨
扬、程德培、吴亮、张新颖、周立民参与，也邀请
年轻、富有文学激情、观点犀利的年轻评论家
如金理、黄平、黄德海、张定浩、项静、李伟长、
木叶。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审美，在文学面前碰
击出时代的火花。

广东6件作品
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深圳商报讯】（记者 刘良龙）记者昨日从

广东省文联获悉，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近日揭晓，广东省6件作品获奖，获奖数量居全
国之首。其中，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教授的论文《流行文艺与主
流价值关系初议》荣获文章类特等奖。

此外，省作协副主席、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
谢有顺教授的论文《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和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书法研究所副所长
陈志平的论文《笔中有诗——文学因素对黄庭
坚书法的影响》获文章类一等奖，东莞文学艺术
院副院长兼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刘定富
（笔名柳冬妩）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获
著作类二等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
授申霞艳的论文《“梁庄”与中国想象》和星海音
乐学院副院长蔡乔中教授的论文《朱践耳交响
乐创作技法的民族化思维》获文章类二等奖。广
东省文联获组织工作奖。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设立于2000年，涵盖
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
民间文艺、摄影、杂技、电视共12个艺术门类。
该奖开始几年每年评选一次，后改为两年评选
一次。据悉，本届文艺评论奖共收到630件参评
作品，最终评出著作类特等奖 3部、一等奖 5
部、二等奖12部，文章类特等奖3篇、一等奖21
篇、二等奖39篇。另评出组织工作奖15个。

深圳又一重量级民间博物馆越众历史影像馆周末开馆

全城联动打造历史嘉年华
深圳商报记者 梁瑛

炫彩户外血氧仪。

记者获悉，2014第二届中国（深圳）国
际工业设计大展将于11月29日至12月2
日在会展中心9号馆举行。大展将集中展
示全球近25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件设计
作品。

本次展览以“开放创新：再设计·新
市场”为主题，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来自全
球的 100多名设计大师将齐聚“创客之
城”深圳，共享设计嘉年华。

十大展区引领
“世界设计风向标”

秉承“打造世界设计风向标”的宗
旨，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
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
家居等领域，国际化程度比首届展会更
高。本届大展将集中展示全球 25个国
家和地区 5000余件挑战设计理念的展
品。共计有 198家知名设计机构和企业
参展。其中，海外知名设计企业 138家，
占展馆面积 70%。国内台湾、香港、上
海、杭州、北京等城市 60家国内知名企
业和设计机构参展，占展馆面积 30%。
本届大展分为未来设计展区、国际

设计大师展区、设计前沿展区、智慧生活
展区、创意家居展区、创客空间展区、设
计品牌策略展区、深圳工业设计中心展
区、中国设计展团展区、国际设计展团展
区十个区域。

其中，占整个展馆 70%以上的国际
展区，整合了美国 Spark Award星火
奖、慕尼黑创意设计周、日本G-mark设
计大奖、佛罗伦萨设计周、iF-Univer-
sal Design奖、丹麦国家馆、意大利国家
馆七个国际设计展团参展；同时也引入
了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Misfit、全
球最大创客硬件孵化器HAXLR8R、西

班牙顶级家居品牌VONDOM等138家
海外设计机构参展，试图将设计大展打
造成为最具专业化、引领世界设计风向
标的国际盛会。

深圳“创客之城”
国际嘉年华

深圳，被誉为一个创客产业链最完
善的国际创客聚集区。一个创客来到这
里可以完成从产品原型到做出产品再到
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城市，被称为
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之城。

为了打造创客嘉年华，本届大展不
仅新增创客空间展区，引入全球最大创
客硬件孵化器HAXLR8R、全球领先的
飞行影像系统独家先驱大疆创新等多
家海内外创客机构平台机构参展。同时
邀请到了中国最大、世界前三的新硬件
孵化平台矽递科技创始人潘昊、麻省理
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总监伊藤穰一、全球
最大的硬件加速器公司HAXLR8R项
目总监和合伙人邓肯·特、意大利
QuiShare的核心牵头人和项目负责人
西蒙尼·西塞罗、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
林恩·杰弗里、10届国际 FabLab创客
大会（巴塞罗那）创始人托马·迭斯等创
客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在此举行国际
开放创新论坛和深圳开放创新创客圆
桌会议。探讨创客如何塑造城市未来和
深圳作为“创客之城”的发展方向等话
题。

据了解，在本届大展上，全球创客代
表将共同探讨创客专委会、开放创新实
验室的成立，筹建中国第一个MIT授权
的 FABLAB+。并引进国际创客大会
FAB 12，筹办深圳开放创新周，建设创
客集聚区“国际创客园”，竭力将深圳打
造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创客之城
City of Maker”。

100多位国际设计大师
“同台竞技”

备受业界关注的是，本届设计大展
总共吸引了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 100
多位全球知名设计大师汇聚深圳。本届
设计大展评审团的组成，这也是作为我
国第一个引入伦敦百分百设计展专家评
审机制的质量把关的重要一环。评审专
家团共计7人，其中，美国工业设计顶级
大师凯瑞姆·瑞席担任评审专家团主席，
评审专家成员分别为首尔设计中心执行
长李淳寅、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大
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卡勒斯·亨瑞森、香
港设计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刘小康等。评
审专家团7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共同对
参展作品进行评比与筛选，以确保参展
作品的质量。

设计大师也带来了自己的经典作品参
展。国际设计大师展区，特邀了日本国宝级
跨界设计大师黑川雅之等多位设计大师举
办个人成就展；设计品牌策略展区，SEG-
NOINVERSO 的 设 计 总 监 Nicola
Zanetti，欧洲设计师迈克尔·杨（Mi-
chael Young）等纷纷携最新展品亮相；
此外，智慧生活展区、设计前沿展区等展区
也聚集了享誉海内外设计大师的作品。
（图片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提供）

【深圳商报讯】（记者 梁瑛）作为广东省
最高水平的专业艺术盛会，第十二届广东省
艺术节首次增加评比性优秀美术作品展。11
月12日，“中国梦·南粤心──第十二届广东
省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开
展，深圳艺术家在本次展览上战绩突出，41
件作品入选，陈向兵的油画《天边的云》更是
脱颖而出，一举摘得金奖。

本次广东省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由广
东省文化厅主办、广东美术馆承办，以“中国
梦·南粤心”为主题。参展的200余件作品都
是过五关、斩六将，从1000多幅送选作品中
经过层层筛选评选而出。包括中国画、油画、
版画、水粉水彩画、雕塑等画种，并评出金奖
4件、银奖12件、铜奖23件、优秀奖47件。

此次优秀美术作品展是评比性美术展览
首次进入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省艺术节，
是由政府组织的全省最高级别的美术作品展
览平台。深圳军团在此次展览中斩获颇丰，除
了陈向兵的油画获得金奖之外，有 7位艺术
家作品获得铜奖，9位艺术家作品获得优秀
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获奖和入选作品
中，不仅有邹明、潘喜良、杨晓洋等我们耳熟
能详的成名艺术家，还有很多如许丹斌、苗瀚
文、钟秦阳子等近年来涌现出的年轻艺术家。

深圳文体旅游局副巡视员柴凤春介绍，
过去在政府层面更多地关注舞台表演和公共
文化，此次广东省艺术节增加评比性美术展
览，把美术视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行专
门呈现，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省一级美术大
展的参展平台，体现了政府对美术的重视。深
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美术专业机构较少，主要
的美术力量来自民间。从2008年开始，政府
通过纪念特区成立30周年重大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组织深圳艺术家参展全国美展，以及
深圳各美术专业机构举办的各种本土艺术专
题展览，发现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这是近几
次大型深圳军团都能获得好成绩的重要原
因。柴凤春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
市，这里的环境给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创作
基础，而通过组织展览，近几年每年都能够发
现艺术新人。这些艺术新人大多来自民间，他
们有的是大芬村的自由画家，有的是学校的
年轻教师，他们更加接近生活，对深圳生活有
亲身体验，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更加有深圳风
格。柴凤春说，关注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是政府
的责任，所以此次展览打破了过去由官方机
构统一送件的传统，允许艺术家个人投稿，令
她感到吃惊的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
了600余件作品，“开始我们想能有400件就
不错了，深圳的美术创作真的很活跃，现在已
经到了政府梳理美术创作的时候，而要对深
圳的美术生态有深入了解，就要依靠散落在
民间的艺术家。”

据了解，在本次展览之前，深圳市文体旅
游局特别组织了“中国梦·深圳情”展览，作为
本次展览的预展，在深圳市层面展示深圳艺
术家的优秀作品，柴凤春表示，这个展览是为
了献礼国庆65周年，而从作品上看，这些作
品也的确反映了深圳各个层面的生活。据悉，
这一展览未来将作为两年一度的常设展事组
织展出。

深圳在近几次大型展览上都取得了不俗
成绩，也让广东美术界同仁刮目相看，作为广
东省美协副主席、深圳文联专职副主席，梁宇
是此次展览的评委之一。他表示，深圳此次参
展的作品凸显了深圳特色，有很多年轻人的
视角。评委会认为，深圳近几年在美术创作方
面抓得紧，抓得实，展览的入选比例大，精品
多。他认为，这是深圳的各大文化机构共同努
力形成合力的结果，最近几年深圳本土艺术
家的展示平台越来越多，队伍日益壮大，一批
新人脱颖而出，艺术生态日益丰富，这些都在
此次展览中体现出来。

援华抗战名将史迪威将军外孙、前美军上校伊斯布鲁克在《国家记忆》展览上
接受媒体采访。 （越众历史影像馆 供图）

视力保护器。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即将启幕
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5000余件作品参展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展深圳“绽放”
深圳商报记者 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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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生 活 更 多 希 望

深圳晚报讯（记者 陈黎） 文
学史上第三位诺贝尔奖女诗人辛波
斯卡，是近年中国读者最关注和喜
爱的外国诗人。她的诗集《万物静
默如谜》曾在中国极短时间内售出
十万册，创造了当代文学类书籍的
一次出版传奇。上周末，2014首届
深圳文学季的第四场文学活动“向
大师致敬——辛波斯卡诗歌分享”，
怀念这位迷人的“诗界莫扎特”。

“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
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需的/风景由
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
动摇的日期/……填写写/仿佛从未
和自己交谈过/永远和自己只有一
臂之隔。”（节选自诗集《万物静默如
谜》的《写履历表》）辛波斯卡 1923
年生于波兰小镇布宁的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擅长以幽默、诗意的口吻
描述严肃主题和日常事物，以诗歌
回答生活。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
一，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

1996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
文 学 史 上 第 三 位 获 奖 女 诗 人 。
2012年2月1日，她在睡眠中故去，
享年88岁。

作为首届深圳文学季的第四场
与诗歌相关的重要活动，主办方邀
请到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批评家、
辛波斯卡的译者胡桑，同时参与活
动的还有知名诗人陈东东和新一届
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得主蒋
浩，以及部分深圳本土诗人与诗歌
爱好者。

活动由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
市作协 《飞地》丛刊承办。市作协
驻会副主席于爱成认为，介绍大师
的作品，可以拓宽深圳人的阅读视
野和想象，“拨动深埋于人们记忆深
处的诗意之弦，激发人们对诗歌的
重新认识与兴趣，从而引领一种精
神生活的新向度，而这也正是首届
深圳文学季向诗歌特别开放的初
衷。”

■ 大师密集发布全球新品
本次大展邀请到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大师凯瑞姆·瑞席、意大利天才设

计师乔凡诺尼等人，将2015年全球新品发布会的地点从拉斯维加斯、纽约、伦
敦等地转移到深圳，被业界称比GOOGLE智能眼镜还酷炫的中国首款智能眼
镜、中丹设计合作研发的智能水杯OCUP等多个颠覆人们日常生活的设计产
品，将首次在深圳掀开神秘面纱。

■ 四大奖项首次同台竞技
全球工业设计领域最顶尖的四大奖项IDEA、IF、GMARK和星火奖首次

集体亮相设计大展首次同台竞技，观众将能首次不用跑多个区域集中看到
GMARK硅谷最牛设计师YvesBehar等多位国际设计大咖的经典获奖作品。
美国星火奖2014年的终极评审暨颁奖典礼还将在深圳本届大展现场举行，此
次颁奖典礼是星火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评审及颁奖。

■ 智能可穿戴最前沿
今年是智能穿戴火爆崛起的一年，本届大展因此新增设计前沿“智能可穿

戴”展区，并举行全球智能可穿戴创新大会。其中，整个展区将展示GOCCIA
健康测试仪、脑电波感应器、咘瓜儿童智能手表、沃飞裸眼三维电视等等近百
件最新智能产品。

■ 深圳创客之城嘉年华
本届大展专门设置了创客空间展区，并引入全球创客领域的领军人物，举

行国际开放创新论坛和深圳开放创新创客圆桌会议，探讨创客如何塑造城市
未来和深圳作为“创客之城”的发展方向等话题，共同探讨创客专委会、开放创
新实验室的成立，筹建中国第一个MIT授权的FABLAB+,并引进国际创客大
会FAB12，筹办深圳开放创新周，建设创客集聚区“国际创客园”。

■《设计进化论》新书发布
大展期间，全球设计行业将跨越国际，集结全球30位国际设计大咖，面向

全球发出中国设计自己声音的长篇巨著《设计进化论》。据了解，这是一本立
足于创新、跨界、创造的设计书籍：采用设计高端对话的形式，邀请30位国内外
顶尖设计大师就共同的设计关键词分别进行阐述，以更直观的表现方式让读
者领悟跨界设计交锋的精神，由权威专家进行点评。

深圳晚报讯（记者 冯明）汇聚
内地、台、港、澳四地众多诗人及爱心
人士联合感恩打造的“诗歌与孩子·
手拉手”深圳公益诗歌节将于 11 月
29 日，在深圳大剧院大剧场盛大启
幕。本届诗歌节作为首届深圳文学
季的组成活动之一，由深圳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零点星影视传媒控股集
团、东方银座集团持续主办，同时加
入了安子家庭商城共同联合打造。

历时3年，诗歌节感召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共同携手，为青海玉树麦永
联村希望小学，完成了300万爱心善
款。本届深圳公益诗歌节通过四个
篇章“快乐花园”、“海的馈赠”、“手拉
手”及“七彩童年”来全面诠释“诗歌
与孩子·手拉手”的活动主题。同时
特邀20多位著名诗人围绕主题进行
量身原创并通过朗诵、音乐、舞蹈等
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演绎。

继首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
计大展两年前在深圳华丽亮相之
后，两年一度的2014年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将于11月29
日至12月2日间会展中心9号馆
开展。记者昨天从深圳市工业设
计行业协会获悉，本届大展将聚
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开源创客、移
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
家居等多项全球设计趋势。

本届大展由深圳市人民政府
主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承办，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IC-
SID）、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深圳市
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
共同协办，以“开放创新：再设计·
新市场”为主题，共分为十个展
区，届时，除了5000多款设计精
品同台竞技、展示设计精髓，还有
各种设计活动，天天都有亮点。

以诗歌与孩子手拉手

诗人辛波斯卡

智能水杯O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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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生 活 更 多 希 望

深圳晚报讯（记者 陈黎） 智能
可穿戴技术、开源创客、智慧生活、创
意家居……这些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
新科技领域，即将在深圳集体展示最
新前沿。记者昨天上午从深圳市人民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聚焦这些新
技术领域最新成果的第二届中国（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将于本周六即
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9号馆开幕。

多个亮点吸引眼球

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组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高
国辉介绍说，与去年的首届大展相比，
本届展览凸显多个亮点：展览规模庞
大，超过了英国伦敦 100%设计展；国
际化程度高，国际展区面积达到全馆
的70%；深入创新前沿，新增了设计前
沿智能可穿戴展区和创客空间展区；
全球工业设计领域顶尖的五大奖项首

次集体亮相本届大展。
据介绍，展览共分为十个展区，包

括设计未来展区、国际设计大师展区、
设计前沿展区、智慧生活展区、创意家
居展区、创客空间展区、设计品牌策略
展区、深圳工业设计中心展区、中国设
计展团展区、国际设计展团展区。

届时，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密斯
菲特（Misfit），全球领先的肌肉测量可
穿戴技术公司麦昂铁克（Myontec），意
大利知名开源硬件汽车公司 OSV 汽
车，世界最大的原型样车制作工作室
沃卡模型（Vercamodel）等国际知名设
计机构，将带着最新的设计作品参展。

全球瞩目的无人机大疆英斯拜耳
一号（DJI-INSPRIE1）也将在大展首
次亮相。

设计大咖星光闪耀

与那些创意闪亮的展品相比，本

届大展上将出现的面孔也同样亮炫双
眼。美国工业设计顶级大师凯瑞姆.瑞
席、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世界
最领先的智能可穿戴公司密斯菲特创
始人斯瑞达·艾扬格，美国未来研究所
所长林恩·杰弗里博士等45位国际设
计大师齐聚本次大展，他们不仅带来
了自己最新的作品，还将开坛设讲，与
世界分享那些经典的设计佳作。

与此同时，全球创客巨头也同时
集结“创客之城”深圳,共同发布《全球
创客深圳宣言》，据介绍，本届大展的
创客空间展区，吸引全球创客争秀创
意，意大利流水智能餐厅，意大利知名
开源硬件汽车公司OSVehicle的最新
款开源汽车，超大容积的便携式自助
洗车仪，全球第一精度0.02mm、全球
第一速度300mm/s、唯一真正自主研
发全中文系统的最高级别3D打印机，
婴儿监护仪等最新展品一一亮相。

深圳晚报讯（记者 陈黎）“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这句古印度谚语不仅
被深圳人确立为十大观念、奉为信条，
也被这座志愿者之城的无数志愿者真
实践行。记者日前获悉，深圳首部讲述
深圳志愿者之城感人故事的电影《深圳
爱上你》即将开拍。影片将以深圳义工
袁子弹在深圳的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
几对青年男女在深圳追梦的奋斗历程。

良善媒体，关注深圳的良善人群

近日，在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
主办、深圳市时代青工文化服务中心承
办的“电影《深圳爱上你》作品研讨会”
上，深圳晚报总编辑丁时照、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副院长丁末、宝安团区委书记
贺泉龙、爱心双语作家贝小金及深圳的
剧作家、影视机构代表对电影《深圳爱
上你》的剧本创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深圳晚报总编辑丁时照说，深圳晚
报是一张良善的报纸，我们一直在关注
这座城市中那群良善的人，义工就是其
中的一群。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深圳晚
报报道过无数感人至深的爱心活动和

志愿者的故事，其中就多次出现过“袁
子弹”这个名字。

他说，这座城市繁荣的今天凝聚着
无数和袁子弹一样的外来劳动者的青
春和汗水，也凝聚着为这些外来者留守
家乡的亲人们的艰辛付出。关注他们
的生活和成长，是深圳晚报义不容辞的
责任。

他说，尽管生活永远不会是完美
的，但是深圳晚报要发出好声音，传递
正能量，给生活更多希望，使它成为一
张记录良善的报纸，一张增加民生幸福
的报纸，一张守护深圳人精神家园的报
纸。而这与深圳的志愿者们一直为之
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深圳晚
报关注义工群体、关注袁子弹、关注电
影《深圳爱上你》的原因。

公益创业，袁子弹的精彩裂变

袁子弹，原名袁知安，1997年从湖北
来到深圳后，当过建筑工、搬运工，也当过
仓库管理员、报业集团发行员，历尽了生
活艰辛和不易，而就在他走到绝望的边缘
时，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十字路口。

那时的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

所，也失去了从家乡和他一起出来打工
的女朋友，苦闷中竟然意外地在地上捡
到了一个鼓鼓的钱包，对一文不名、流
落街头的他来说，里面的钱是一个巨大
的诱惑。那一刻，袁子弹心中天人交
战，矛盾的痛苦使他浑身颤抖，然而，当
他最终决定将钱包还给失主的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这个几乎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就此
开始走上向社会无偿付出的公益之路。

如今，他是深圳市第三届百优义工，

2013年深圳“十大感动人物”，第十届深
圳关爱行动“十佳爱心人物”，2013年，湖
北阳新县“阳新好人”之“最美的农民
工”，担任着深圳时代青工总干事一职。

2006年8月，袁子弹提出，做社会
公益事业不能总是依靠政府资金支持，
也可以在公益模式上为企业建设搭建

“公益文化”元素，从而用商业元素来推
动公益和慈善事业。这就是袁子弹的

“公益创业”模式，这一模式为政府提供
了公益的平台，为企业尽了公益的责
任，为群众做了实在的公益服务。

袁子弹的“公益创业”模式，得到深
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团中央领导的
肯定，团中央书记秦宜智说：原子弹的
原理是一种裂变，袁子弹的“公益创业”
模式也是通过一种裂变，使更多的社会
组织遍地开花。

公益电影《深圳爱上你》也将同样
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目前，袁子弹已
经注册成立商业公司“深圳爱上你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未来，他还将通过企业
家投资和众筹方式筹拍这部电影。

袁子弹告诉记者，这部电影的最终
收益，将有10%以上用于公益事业发展。

一个送报员的梦想

深圳义工袁子弹筹拍公益电影
讲述深圳“志愿者之城”的良善故事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29日开幕

全球顶尖获奖设计
亮相深圳

无人机大疆英斯拜耳一号

戒指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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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讯】（记者 苏兵）11月 29
日，深圳会展中心 9号馆弥漫着浓厚的
创意设计气息，为期四天的全球最大规
模的工业设计展——2014第二届中国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此隆重开幕。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大展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大
力支持，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工
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国际工业设计联
合会（ICSID）、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
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共同协办。

5000余件设计精品亮相
本届大展以“开放创新：再设计·新

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硬
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产品、智慧生
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工业设计大展。

秉承“打造世界设计风向标”的宗旨，
本届大展国际化程度更高，共分为设计未
来展区、国际设计大师展区、深圳工业设计
中心展区、中国设计展团展区、国际设计展
团展区等十个区域。15000平方米的展馆，
集中展示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5000余件
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有198家知名设计
机构和企业参展。其中，海外知名设计企
业138家，同比增长30%，占展馆面积七
成。整合了美国 Spark Award星火奖、
日本G-mark设计大奖、丹麦国家馆等
七个国际设计展团参展；同时也引入了

全球智能可穿戴行业巨头Misfit、意大利
知名开源硬件汽车公司OSVehicle等海
外设计机构参展。

首届大展对接成果吸睛
本届大展共吸引来自美国、德国、意大

利、芬兰、丹麦、韩国等 25个国家和地区
100多名全球知名设计大师汇聚深圳。

记者了解到，全球最著名的工业设计
巨星凯瑞姆·瑞席、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
诺尼等国际设计大师从纽约、伦敦等地汇
聚深圳，在大展现场进行 2015全球新品

发布。西班牙顶级家居品牌VONDOM的
智能家居新品、比GOOGLE智能眼镜还
酷炫的中国首款智能眼镜、晟邦设计孵化
项目——“大师兄创意生活用品”、洛可
可 55度智能水杯等新品发布。

其中，全球最先进的智能眼镜REED
新品发布会，吸引了海内外观众的兴趣和
多个媒体的聚焦关注。这个项目由中国和
意大利设计师合作历时一年研发。与以往
中外合作项目不同的是，REED的核心光
激头等技术是中国设计团队的自主知识产
权，外观设计等来源于意大利天才设计师

乔凡诺尼的跨界作品，是第一届中国深
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的产业对接成果。

展示深圳本土原创力量
深圳工业设计占据了全国 60%以

上的市场份额。在开幕式上，深圳大疆创
新 DJI最新研制的无人机 DGI-INSP-
RIE1，在会场上空飞翔，俯拍的场景被
即时投放到大屏幕上。

作为一个全球工业设计规模的国际
化展览，经过 7位大展评审团成员的审
核挑选，选中国内参展商 60家，国内展
区展示面积占到全馆的 30%。其中，大
疆创新、腾讯、飞亚达、洛可可、深圳创新
设计研究院等深圳标杆设计机构，占据
了整个国内展区的半壁江山。

首部中西合著设计著作发布
当天下午，全球首部中西合著的设计

巨作《设计进化论》新书发布暨签售会举行。
该书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

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出版，集结全球知
名设计大师路易吉·克拉尼、丹麦皇室御
用奢华视听品牌 B&O设计总监 Tor-
sten Valeur、日本设计大师黑川雅
之、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飞利
浦高级设计总监西恩·休斯等 20位全球
顶尖设计大师智慧，历时两年筹划、潜心
编写而成。据悉，此书目前是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工业设计案例分析及高端对话
书籍。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昨开幕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盛宴开席

【深圳商报讯】（记者 陆剑伟）
据深圳中原地产昨日统计数据，11
月深圳二手住宅价格为 29930元/
平方米，环比上涨1.19%，近六成楼
盘价格上涨。部分业主加价，幅度在
5%~8%。业内人士认为，降息与前
期政策形成叠加效应，购房“窗口
期”已经来临。

根据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统
计，在用于编制指数的 188个样本
楼盘中，11月成交的样本楼盘数
128个，较 10月减少 12个。利好推
动近六成样本楼盘价格上涨。

从全市各区指数变化情况来
看，11月各区指数全线上涨，除福
田和盐田微涨外，其余区域涨幅均
超过1个百分点。

连日来，降息成为深圳房地产
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近日从中原
地产、美联物业、58同城等机构了解
到，降息后数日，咨询电话、委托量、
官网流量等数据有所提升。有的已
委托房源的业主开始出现 10万到
20万元的小幅加价，幅度为 5%~
8%。如香蜜湖片区天然居一位业主
就在近日将一套86平方米两房的价

格从 390万元调高到 420万元。景
田金色家园108平方米的户型价格
也从490万元加价到530万元。

中原地产认为，从“930”新政
到央行降息，再到公积金贷款利率
下调，购房者的置业成本有所减
轻，并且市场预期得以逆转，使得
前期观望的刚需群体和受政策抑
制的改善型群体入市意愿增强，楼
市回暖趋势已定。

深职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邓志
旺认为，随着“930”房贷新政、公积
金新政，以及各城市不同程度的引
导需求入市、“去库存”的铺开，本轮
楼市调整各层面的托市举动已对市
场产生相应影响。本轮央行降息，将
与这些市场利好形成叠加效应，在
直接降低购房人按揭成本的同时，
也将显著改变各方对后市的预期。

基于此，合富辉煌深圳公司首
席市场分析师胡君臣表示，现阶段
到明年春节前，将成为本轮楼市调
整以来的又一个置业窗口期，楼市
成交量将出现较为显著的增加，宏
观楼市价格也将逐步扭转全面下
滑的态势，止跌企稳。

深圳二手住宅价格
每平方米逼近3万元

近六成样本楼盘价格上涨

昨天，全球图
书会议“数字图书
和未来科技”在深
圳图书馆举行，中
外嘉宾和我市各界
代表参加了活动。

深圳商报记者
薛云麾 摄

【深圳商报讯】（记者 谢晨星）15
年来，深圳读书月的发展情况如何？深
圳人参与读书月的情况怎么样？昨晚，
在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总结暨温馨阅
读夜分享活动上，中外嘉宾共同对深
圳读书月的十五年影响进行了总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助理
总干事汉斯·道维勒，全球文化网络
公司主席梅里·玛达沙希，中国出版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出
席了分享活动。读书月特别顾问、北
大教授谢冕，著名作家王跃文也受邀
参加活动。

现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佳晨，
市阅读联合会会长、读书月组委会办
公室主任尹昌龙还向十位阅读推广人
颁发聘书，并向来自贵州省三都水族
自治县的驻深代表赠书。市阅读联合
会副会长曹宇向农行深圳市分行授
牌，并代表市阅读联合会、深圳出版发
行集团与农行签订《全民阅读战略合
作协议》。

读书月 15年参与人次过亿
记者从分享会获悉，读书月举办

15年来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融入市民
生活，成为深圳市民喜爱的文化庆
典。从首届的 50项活动到今年的 718
项活动，历届举办的活动总数达到
4729项。深圳读书论坛作为深圳读书
月最为知名的活动，15年来邀请了饶
宗颐、金庸、莫言、二月河、法国龚古
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格兰威尔等
121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大家来这里开
办讲座。此外，深圳读书月在城市中
播撒读书种子，催生出一批民间阅读
组织。

目前，深圳拥有各类民间读书会
近 100个。2012年 11月正式成立的
深圳市阅读联合会目前有 90多个会
员单位，是国内第一个跨行业全民阅
读民间组织。首届读书月的参与人次
为 170 万，此后逐年以百万人次递
增，到 2011 年，参与人次突破一千
万，今年预计可达到 1100万人次。15
年直接和间接参与读书月总人次达
到 1.06亿。

读书月具有高尚的境界
看到读书月的热闹场面，汉斯直称

太棒了。他说：“阅读既是私人的事，也
可以变成一种公众活动。在这方面，深
圳是杰出的例子。”

王京生感谢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
及国家广电出版总局对深圳阅读活动的
关怀。提到读书月的 15年，王京生表示，
读书月具有高尚的境界，是市民对自己
生活文明的选择，一个新兴城市伟大抱
负的体现。他说：“读书月坚持下来肯定
有阻力，阅读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
不到用处，但长久下来是有用的，是痛并
快乐着的事情。”王京生还对深圳阅读立
法寄予厚望。他表示，深圳的阅读立法酝
酿了很久，目前已经得到市政府的通过，
下一步期待人大通过，阅读立法可以真
正的维护市民的文化权利。

上演阅读嘉年华
分享会结束后，一场有关阅读的嘉

年华——“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特别活
动·温馨阅读夜”正式启动。著名作家王
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在书城北区台

阶与读者见面。他推荐适合人生的每
一个阶段好书和经典图书。王跃文透
露自己目前正在写乡村叙事的小说。
由海天出版社与腾讯文学共同打造的
“腾讯文学书系”也在中心书城举行发
布会，5位青春纯情小说家推出的第一
批五部长篇小说也一一与读者见面。

此外，弘文公司举行的“最美面具
创想 SHOW&假面舞会”让市民自己
动手创作个性面具，并将西方假面舞会
等狂欢因子引入读书月。舞会现场还举
行“创意涂鸦大赛”的作品拍卖活动。

最具震撼的是，从 30日零时至 8
时，深圳书城中心城全场出版物 6.8折
起销售，这是深圳书城全年的最低折
扣。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市民从 29
日 10时多就开始挑书。市民杨女士告
诉记者，她特意与当当网的价格进行
了对比，发现还是书城折扣最给力，决
定将心水的书一网打尽。

昨晚 11时，“因书结缘·鹏城之
约”大型相亲节目在书城南台阶举行。
参与者必备环节是说出并推荐自己最
喜爱的一本书，用来找到品味相投的
有缘人。

第十五届深
圳读书月总结暨
温馨阅读夜分享
活动昨晚在深圳
书城中心城举
行。图为读书月
阅读推广人获颁
聘书。
深圳商报记者

韩墨 摄

【深圳商报讯】（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杨
丽萍）今年是对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王荣与到访的西藏林
芝地委书记赵世军率领的林芝党政代表团
举行座谈，共商援藏大计。王荣表示，深圳
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对口援藏的
最新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感恩改革开放、
回报全国人民”，以高度责任感落实好对口
援藏任务，为实现林芝地区跨越式发展和
西藏长治久安，做出经济特区新贡献。

林芝是广东援藏“结对子”地区。深圳
一直以来大力参与援藏建设，20年来已
安排援藏资金及物资6.33亿元，实施援藏
项目212个。特别是2011年以来，深圳根

据中央新一轮援藏部署和省里的统筹安
排，每年拿出地方财政收入的 1.1‰作为
援藏资金，4年来共安排资金4.57亿元。同
时，通过干部援藏、智力援藏、社会援藏等
方式，多措并举服务当地建设。
“经过这么多年的援藏对口合作，两

地间的交流往来就像走亲戚一样。”王荣
说，当前援藏工作又站上了新的起点，面
临着更高的目标要求。作为经济特区，深
圳在新一轮援藏工作中将以改善民生为
最重要任务，让援藏工作在群众得实惠
方面见到更大成效；坚持科学发展，进一
步推动两地深化合作和共同进步；以社
会参与为重要支撑，进一步增强援藏工

作的合力；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保障，进一
步展示援藏干部的“特区形象”，与林芝
一道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赵世军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
人民长期以来对林芝的关心支持和无私
援助。他说，经过 20年的援藏工作，林芝
地区的产业建设、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等
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成绩，林芝地区
GDP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农牧民2013
年纯收入达到1994年的8倍。

林芝地委领导蔡家华、达瓦、袁富
国，深圳市领导李华楠、刘庆生参加座
谈。在深期间，林芝党政代表团还考察
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王荣与西藏林芝党政代表团座谈

以高度责任感落实好对口援藏

昨日，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上，一款新型航拍器吸引观众。
深圳商报记者 林晓斌 摄

全球图书会议
聚焦未来科技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读书月组委会
和华强集团共同主办

【深圳商报讯】（记者 聂灿）昨
天，深圳迎来一场国际文化盛会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读
书月组委会和华强集团共同主办
的 2014全球图书会议在深圳图书
馆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嘉宾与国内专家、业内人士等共同
聚焦“数字图书和未来科技”。这是
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的重点主题活
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
在深圳举办关于图书的国际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
助理总干事汉斯，深圳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京生，全球文化网络主
席玛达沙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邬书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数字出版司司长张毅君，国家
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华强集
团董事长梁光伟等出席活动。

汉斯在致辞中代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对深圳长
期以来与教科文组织的精诚合作
表示感谢。他表示，本次会议是具
有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将推动世
界数字图书发展的进程。他希望，
聚合了决策者、商业代表、媒体和
专家学者的图书出版行业专业人
士，可以在这一平台上进行探讨并
达成共识。

王京生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
海内外嘉宾出席全球图书业界盛
会。他说，深圳是一座热爱阅读的城
市，还是一座高科技城市和中国最

互联网城市，电子出版和数字阅读
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他认为，阅读
作为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文化活
动，是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增进了
文化价值，推动了文化流动。每一次
出版技术的历史性飞跃，都是人类
阅读的大解放，知识传播和文化流
动的大提升大拓展。数字图书要真
正服务于社会，实现阅读“高贵的坚
持”，必须扬长避短，发挥技术进步
的优势，综合利用科技、市场、法治
和文化的力量，走产业化法治化的
道路，不断实现数字图书产业升级
和模式创新，促进文化资源在世界
范围的“无疆界”流通。

两天里，与会嘉宾将通过专题
演讲和分组讨论进行充分交流，会
议将发布《深圳宣言》，表达与会人
士对会议研讨主题所达成的共识。

在会议开幕前，王京生还会见
了汉斯助理总干事一行。鉴于王京
生长期以来代表中国深圳巿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阅读、设计、文化、
艺术等领域开展的创意合作，汉斯
先生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王
京生颁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
化成就证书”，以此表彰他在坚持不
懈推动全民阅读、设计之都建设、文
化流动性研究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国
际交流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特邀致力于实
施联合国教科文宗旨并与深圳长期
开展文化合作的“全球文化网络”机
构的主席一同署名颁授此证书。

温馨阅读夜 市民共分享
深圳书城昨晚上演阅读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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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深圳特区报讯 2014年美国国家图
书奖揭晓，菲尔·克雷的《重新部署》、欧
逸文的《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
真相和信念》、路易斯·格鲁克的《忠诚的
和贞洁的夜晚》和杰奎琳·伍德森的《做
梦的棕色女孩》分别获虚构类、非虚构
类、诗歌类和青少年文学奖。此外，文学
贡献奖由第一图书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凯尔·齐默获得，这家非营利机构向
低收入家庭儿童分发了数百万册图书。
85岁的奇幻与科幻作家厄苏拉·K·勒·
奎恩获得了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勋章。

在近日纽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31
岁的年轻作家菲尔·克雷在获奖致辞中
说，自己对得奖没有期待，但他“想不出
比中东和战争更值得讨论的话题”。此
次，克雷以其处女短篇小说集《重新部
署》击败其他四部入选作品，而摘得虚构
类桂冠。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凭《野心时代：

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念》一书获
得非虚构类作品奖。这本书探究了中国不
断向经济超级大国转变的过程。欧逸文的
文笔漂亮、用词考究，其在《纽约客》上的
文章向来被视为解读中国的经典美文。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尹春芳 冯
庆/文 齐洁爽/图）由深圳市美术家协
会、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市画院以
及深圳市罗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的“墨名其妙——文祯非当代水墨作品
展”昨日在罗湖美术馆展出。该展将持续
至本月 12日。

文祯非于 1963年生于青海。1981
年参加工作。2007年获得俄罗斯国立师
范大学美术专业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市
关山月美术馆艺术总监，国家一级美术
师，深圳市美协副主席，深圳市画院签约
画家，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和肇庆学
院客座教授。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祯非六个主题的
水墨作品，其中四个架上主题将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符号拆分再隐藏于画作中，
单色的表达更显情感张力，站立于前的
观众体会到宁静的沉淀之美；装置系列
则通过对冰冷的工业原料的再塑造，打
破其根深蒂固的生硬形象，融入水墨的
柔美。

文祯非当代水墨
作品展昨开幕

深圳特区报讯（驻沪记者 匡彧）今
天，又一场高水平艺术大展将在上海博
物馆开幕。作为 2014年度“中印友好交
流年”系列活动之一，上博和加尔各答印
度博物馆联合举办“圣境印象：印度佛教
艺术展”，一举展出 91件/组珍贵文物，
系统反映佛教在印度的缘起、演化和发
展，以及佛教文化在其他国家广泛传播
的过程。展览至 2015年 2月 2日结束。

本次展览包括“佛陀传略”、“薪火相
传”、“梵天诸神”和“佛法东渐”四大部
分，展品以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题材
为主要内容，用象征和具象手法表现佛
陀与诸神形象的雕塑、漆器、银器、贝叶
经和微型佛画，时代自公元前 2世纪的
巽伽王朝至公元 19世纪。展览特别呈现
的一套《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共计十件
贝叶经插页，这组公元 11世纪的贝叶经
不仅是珍贵的佛教文献典籍，更是难得
一见的圣物。

上博举办印度佛教
艺术展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日前，在第二届中国（深圳）工业设
计大展的国际开放创新论坛的圆桌会
议上，“创客”成为热门关键词。全球最
大的硬件加速器公司 HAXLR8R项目
总监和合伙人邓肯·特納，美国未来研
究所所长、文化人类学家林恩·杰弗里，
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西尔维娅·林特娜针
对创客和城市未来发展话题展开研讨。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

“Mark”，指寻求改变并且付诸实践。创客
是一群喜欢或者享受创新的人，追求自身
创意的实现，至于是否实现商业价值不是
他们的主要目的。著名的《长尾理论》作者
克里斯·安德森推出的新书《创客·新工业
革命》让“创客”一词举世皆知，引来科技、
企业与投资界的广泛关注。

据悉，目前不少城市都在创办本地
的创客空间，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海新
车间、北京创客空间、深圳柴火创客空
间和南京创客空间等。作为深圳创客的
代表，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潘昊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培育创造精神的土
壤，是创客这座金字塔的根基。“当我们
设计一个产品、当我们设计一个工业设
计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很好地通
过它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所以
说，创客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西尔维娅·林特
娜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中国创造力和
创新问题，在深圳呆了 4-6个月时间，

致力于研究中国创客文化。她带领学生
走进华强北、白石洲等市场，她认为中
国人一直在做创客所做的事情，现在中
国创客运动是要融入中国文化。她表
示，如今深圳有不同的机构在支持创客
的发展。

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城市相比，深
圳的创客被认为更为务实。当前，国内
一些企业也越来越关注创客，开始为创
客提供生产条件、项目指导和资金支
持。业内资深的深圳怡美工业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琦告诉记者，他们
也在密切关注创客的动向，“创客身上
代表的是创意整合的能力，这对于越来
越强调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公司来说
很珍贵。我们也在寻找合适的项目与创
客合作。”

至于创造的领域，在美国未来研究
所所长、文化人类学家林恩·杰弗里看
来，并不仅仅限于电子产品之类的产品
身上，“创客的心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
产品，也可以去解决更多的城市问题，
像失业、食品安全等问题”。

值得纪念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以
“创新改变世界 创造成就梦想”为题的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重磅出击。深圳市
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封昌红认为，这对深圳创客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佐证深圳是全球创客乐园，彰
显深圳在全球创客举足轻重的战略地
位。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或将成为深圳
从速度时代迈向质量时代的里程碑。

提倡“人人都是设计师”

“创客”文化正流行

专访意大利设计大师斯蒂凡诺·乔凡诺尼：

设计表达一种世界观
在设计界，斯蒂凡诺·乔凡诺尼在行业内素有

“爆炸式天才”的美誉，他是意大利国宝级设计大师。
在其三十多年的设计生涯中，一直紧跟全球化的发
展步伐。日前，斯蒂凡诺·乔凡诺尼现身第二届中国
（深圳）工业设计大展，并发布亲自设计的智能产品
——REED眼镜，引发新一轮的创意大潮。
中高身材，略胖体态，眼神坚定，说话声音掷

地有声，这位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大师一直是潮流
的引领者。他毕业于佛罗伦萨建筑学院建筑系，
作为全球著名工业设计大师、建筑师，曾于 2000
年赢得最佳设计师头衔，其作品被永久收藏于巴
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与纽约MoMa现代博物馆。
他的设计作品遍及全球，在他的设计履历中

包括 Alessi、Magis、Samsung 等著名品牌。无
论是其著名的高脚椅、长着兔子耳朵的牙签筒、
还是雕着跳舞小人的面包盘。他让设计不再是高
高在上的深奥哲学，设计变成了生活中触手可及
的讲述。
“通过创造与交流来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

世界。好的认识和发现，会让我们感到喜悦和骄
傲”，这句话是乔凡诺尼一直强调的设计理念，设
计于他而言是一种世界观。通过设计传递了某种
温暖的情感。

乔凡诺尼是深圳的老朋友了，
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工业设计大展
了。上次他为深圳原创手机努比
亚倾力打造的设计赢得各方好
评，实现了将全新工艺设计和消
费电子产品的完美结合。这次借
大展的平台又发布了他首个智能
眼镜产品REED，身着一身黑色长
风衣，看似有些不修边幅，然而他
散发了一种魅力，正如他喜欢的
“反时尚”的服装设计一样，他的
风格与他的设计一样与众不同。

本次深圳行，乔凡诺尼毫不吝
啬对深圳工业设计的赞美之情，在
他看来，深圳工业设计大展已经走
在日益专业化的道路上。无论是组
织者、观众还是参展商都经过精心
的准备。他多次来深圳，深入这座
城市的文化与创新肌理，对这有着
“设计之都”名号的城市有无限好
感。他认为，深圳是一个充满创新

意识的年轻城市，也是世界重要的
高科技中心，依托创新力量，未来
深圳在工业设计方面会大有作为，
“我充满乐观态度”，乔凡诺尼笑着
说。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设
计公司的一大问题，那就是辨识度
并不高，缺乏鲜明的风格，他希望
中国的设计公司未来在这方面会
有改进。

乔凡诺尼与中国的缘分颇深。
在他的作品中，亦出现不少以中国
文化为题材的创作。

最典型的是 2007年他与台北
故宫博物院合作设计的“清宫系
列”，格格、阿哥们的卡通形象被制
作成了调味罐、牙签盒，充满着纯
真童趣，而将趣味与童真融入作品
之中也成为乔凡诺尼设计的一大
特点。

2009 年，乔凡诺尼再续东方
情缘。“东方传说”（Orientales）系

列，以西方趣味关照东方文化。其
中，“香蕉家族”由一群笑脸猴子组
成。包括头顶彩色鹦鹉的“ 香蕉队
长”、圆滚滚的“香蕉清官”及作为
指示系统的“香蕉宝宝”。另外，天
堂鸟椒盐罐组、莲花小碗、石榴糖
罐、百合池寿司盘组、秘密鱼漆盒
等等奇趣作品，传递出强烈的东方
意蕴。

作为设计界的大腕，乔凡诺尼
对正在兴起的创客运动也给予了
关注。创客提出“人人都是设计
师”的口号几乎席卷全球。在乔凡
诺尼看来，不能为了创客而创客，
无论是创客还是设计师，都需要
与设计发生关联，通过作品去表
达他的精神世界。所以要对设计
有自己的理解。“设计归根结底是
要表达一种概念，表达一种世界
观，不是改变世界，这种概念需要
和时代的发展合拍。”

设计改变生活，衡量一个设计
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在乔凡诺尼
这里，好的设计是一首关于人生的
诗歌，会令人或有所思考，或感受愉
快。他并不赞成为了设计而设计，所
有的设计都是以人为本，“要用你的
设计作品，尝试与消费者建立起一
种互动”，他认为，这才是设计真正
的价值所在。

作为浪漫的意大利人，乔凡诺
尼骨子里都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因
子。所以他设计出来的产品当然不
会循规蹈矩，而是个性张扬。譬如，
他对色彩有非常敏锐的感觉，并极
力将色彩这一语言娴熟地运用到设
计当中，所以他设计的家具、建筑、
室内和用品，都具有细腻而明快的
色彩，暖人心肺。也因此乔凡诺尼被
称为“色彩大师”。

被问及自己的作品为何如此畅
销，乔凡诺尼自己分析说，他所创作
的产品都是“有情感”的，有一种能够
自我表达的魔力，从而让人们注意
到，引发自己的想象力。“好的设计并
非冷冰冰的，而是温暖的。”

设计的未来通往何处？未来设
计潮流在哪里？乔凡诺尼认为，跨文
化的设计是未来设计的方向。譬如
你可以在一件深圳设计师的作品里
看到欧洲、美洲甚至是澳洲的文化
元素；同样，一件设计作品可以复古
的元素与现代表达兼备，“不同的文
化元素出现在同一件设计作品会越
来越和谐。”

11月 27日，当代最伟大
的侦探推理小说家 P.D.詹姆
斯在英国牛津的家中去世，
享年 94岁，P.D.詹姆斯的出
版商 Faber& Faber近日对
外公布了这一消息。P.D.詹姆
斯一生著有 20多部犯罪推理
小说，被尊称为“推理小说第
一夫人”，《夜莺的尸体》是其
最知名的作品，电影《人类之
子》也是根据 P.D.詹姆斯同
名科幻小说改编。

1920年 8月 3日，P.D.

詹姆斯出生于牛津。在 P.D.
詹姆斯创造的诸多小说人物
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侦探亚
当·达格利什（Adam Dal-
gliesh），这位苏格兰场的侦
探是英国人最喜欢的小说人
物之一。这是一个具有复杂
人性的警察，也非常性感。他
白天办案，私底下却是个业
余诗人，夜里有时候会在书
店参加诗朗诵会，从书店离
开回到街头，他会对凛冽的
伦敦空气颇有感触，对街上

遇见的其他警察同事也会觉
得有点羞涩。

和阿加莎和柯南·道尔
不同，在 P.D.詹姆斯笔下，她
选择的侦探都是职业警察，
“从一开始我就想建立职业
诚信，业余侦探并没有多少
资源能调查犯罪案件。我必
须创造一个职业侦探，我也
不能写一个女侦探，因为那
时侦探队伍里还没有女人。
我只是创造我心中的英雄：
勇敢但不冲动，心怀同情，但
不滥情。”

在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写作生涯中，P. D.詹姆斯有
18部小说获得各类文学奖，多
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
包括2007年受到好评的电影
《人类之子》。而小说《人类之
子》是P.D.詹姆斯创作生涯中
唯一一次写作科幻题材。

1991年，P.D.詹姆斯被
授予“荷兰公园詹姆斯女男
爵”的贵族称号。P.D.詹姆斯
生前曾获得过许多国际知名
文学奖，包括英国“钻石匕首
奖”，美国的“爱伦坡奖”。

（文文）

“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去世

对深圳设计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1

2

▶2007年乔凡诺尼与台北故宫博物
院合作设计的“清宫系列”产品。

斯蒂凡诺·乔凡诺尼

P.D.詹姆斯（1920-2014）

“墨名其妙——文祯非当代水墨
作品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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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讯】（记者 苏兵 邓红丽）
12月2日，宝安区人民政府、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深圳市工业设计行
业协会等主办，宝安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
室等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
设计节，以“设计·连接 ”为主题，在宝安
区宝立方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开幕式上，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签署了设计战略合作
协议，国家省市政府领导、商界、设计界等
5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互联网思维下的世界，让深圳吸引
了众多杰出的设计师，把日常所见的消

费电子、家居生活用品和数码娱乐终端
设计等同生活的智慧巧妙的连接在了一
起。好的设计完成了美妙的“连接”——
物的连接、人的连接，以及商业与人的连
接。
以“设计·连接”为主题，中国（深圳）

国际工业设计节，联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的发祥地——佛罗伦萨，汇集了一大批国
内外的顶级设计力量，进行连接构件网
络，开展高峰论坛、企业把脉问诊、产业对
接会、设计工作坊、考察交流等专业领域
的一系列的高端国际交流活动。为长期固
守阵地的深圳本土设计师及宝安地区传

统制造企业，带来关于品牌树立及发展、
产业升级及创新、建立全新商业模式等先
锋理念和本土品牌走向国际化路线的潜
在合作机遇，向公众展示了一场不同于一
般的设计盛宴。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节，每年
选择一个设计先进城市作为合作伙伴的
活动宗旨，继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芬兰、
瑞典、丹麦、德国后，2014年的伙伴城
市选定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
佛罗伦萨，通过“跨界国际展会”和“商对
商的特色论坛”系列活动，共同探索两城
间的潜在合作机遇，中外两大设计发源

地的战略牵手，将会带来一场设计界的
革命。

开幕式上，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签署了设计战略合作
协议，两座世界设计名城，就战略签约框
架协议，加强双方的设计推广及提升设计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化双方的设计交流
合作，并逐步落实双方在设计交流、设计
推广、研究发展、人才培育及设计辅导、知
识产权保护等项目的交流合作。打造双方
设计、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定期通过双方
互访、论坛、研讨会等形式，持续进行专业
交流及人脉建构。

第七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节开幕

深圳与佛罗伦萨签署设计战略合作协议
鳌湖艺术村艺术家组团参展艺博会

“多边观察者”展览
发声生态环保
【深圳商报讯】（记者 苏兵）11月28日，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深圳国际
艺术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来自中国内地和台
湾、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画廊、艺术机
构携东西方名家名作参展，为市民、艺术爱好者及收藏
家带来一场艺术品投资与收藏的盛宴。
本次鳌湖艺术村共带来70余件参展作品，其中，

艺术家徐洪波带来母乳喂养主题《我要吃》，在一面墙
壁上38个白色的乳房模型曲线排列，而在旁边的桌子
上陈列着一罐奶粉。徐洪波告诉记者，“乳房”是用石
膏、瓷器等材料制成的，曲线排列的形状象征着母亲河
黄河，寓意着母乳喂养的自然与天性，倡导母乳喂养。
本件作品主题与民间团体母乳喂养协会合作，得到了
内地、香港和澳门38位年轻妈妈的支持，提供了自身
乳房的硅胶原型。
由Heywood21小组带来的作品《青山》，是由木屑、

边角料木条和废旧设计图纸组成的，虽是简单的材质，却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并引发了观者对自身所处环境与
生态的思索。小组成员之一的李媚是一位室内设计师，她
告诉记者，高密度、高容积率、高楼、高人口，跟GDP一样
高速增长。青山、绿水、蓝天已变得稀有，成为一种渴望。
“我们希望以此作品呼吁环保，呼吁废物再利用。”

参展艺术家蒋国远从天津来到深圳，入驻观澜鳌湖
艺术村，她告诉记者，本次鳌湖艺术村30余位艺术家组
团来参展深圳艺博会，并带来主题展览《多边观察者》，其
风格多元，材料多元，并突破性地运用了有机玻璃等材
料，呈现方式也有大的突破。尤其通过展览呼吁生态与环
保，以及审视和思索如何与身处的环境和谐相处。

【深圳商报讯】（驻沪记者 楼乘震 文/
图）“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
址出土壁画艺术展”已于近日起在上海博
物馆展出，这是该批精美文物首次出疆。
新疆和田地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西

域佛国，是我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这
里保存了塔里木盆地数量最多的各类佛
寺遗址，但这些遗址大都已被外国探险队
染指，出土文物多流失海外。2000年3月，
当地牧羊人在达玛沟乡南部托普鲁克墩
挖掘红柳根柴时发现了佛教塑像后，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当地陆续发掘
出大约建于7至9世纪的佛塔、佛殿、僧院
遗址。其中大量壁画，虽多为残片，却仍然
绽放着于阗佛教绘画艺术的璀璨光芒，对
了解和研究 8世纪前后于阗佛教艺术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次展览共51件/组
展品，分“佛像庄严”、“如是我闻”、“千年
幽光”等部分，展现于阗佛教绘画的丰富
内涵和艺术特色。

这批文物为何至今才出疆展出，
主要是为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新疆中心主任巫新华向记者介
绍：“于阗佛教壁画从出土至今经受了
十余年的空气接触，相较出土之前，面

貌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一
则是因为绘画原料和绘画本身技法问
题；二则是因为新疆和田本身保留有
机物和相关的绘画原料的空间条件优
越。”上海博物馆方面则为这些真迹在

江南的气候条件下展出采取了妥善的
措施。
该展由上海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和策勒县人民政府主办。展览将
持续到2015年3月8日结束。

【新华社电】（记者 岳瑞芳）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东
正2014年秋拍会上，作为主打项目的“皇家长物——
宫廷艺术专场”45件拍品成交额破亿，成交率高达
82％。其中一件由日本回流的清乾隆御窑洋彩蟠桃九
熟天球尊首现国内拍场，即以1495万元成交额拔得头
筹。
据悉，这件由日本资深私人藏家秘藏的天球尊拍

前即备受关注，以450万元起拍后，场内应价迅速，并
经过多轮激烈竞投。
另一件源自英国回流的明弘治御窑红底黄龙纹

盘流传有序并多次入选国际权威艺术展览，曾于20世
纪30年代、40年代分别由英国两大家族收藏，此次回
归国内拍场，广受业界瞩目，拍前估价800万元至900
万元，最终以1265万元高价成交。
据了解，东正此次上拍的“十全十美单色釉”、“清

宫象生瓷器”以及“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珍贵拍品多数
来自海外，整个宫廷瓷器专场仅回流拍品就占据七成
多。

新疆达玛沟佛教壁画首次出疆亮相

东正秋拍宫廷器专场
成交额破亿

◀复原的托
普鲁克墩 1号遗址
模型。

▲展出的壁画“毗沙门天王”。

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设计盛会昨日
在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第二届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不但吸引
了近 20万的观众，更有国内国外企业组
团前来寻找商机。期间，《全球创客深圳宣
言》重磅出击、全球首部中西合著设计巨
作《设计进化论》横空问世，引发全球创意
界关注。
本届大展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大

力支持，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工
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秉承“打造世界设
计风向标”的宗旨，本届大展以“开放创
新：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聚焦智能可
穿戴技术及硬件、开源创客、移动互联网
产品、智慧生活及创意家居等领域，集中
展示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5000余件展
品，共计有198家知名设计机构和企业参
展。

首届产业对接成果“全球瞩目”

据组委会昨天下午提供的数据，本届
大展吸引了国内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
州等25个团体350人的经贸团队前来寻
求合作商机。在前期对138家海外参展商
每家安排5-7家对接深圳企业的计划中，
总共实现中外企业对接859次，其中初步
达成意向 543次，落实项目前期合作 78
个。
设计好坏的最终体现是商业价值。首

届大展，来自全球的 176 家国内外参展
商，在展会期间进行对接洽谈，并展开实
质性的合作。其中，作为第一届中国（深
圳）工业设计大展的产业对接项目：中丹
设计日促成的OCUP智能水杯，以及意大
利天才设计大师斯蒂凡诺·乔凡诺尼牵手
深圳企业硕果共同合作开发的REED智
能手表成果最显著。
智能眼镜REED新品发布会在展会

期间举行，吸引了海内外观众的兴趣和多
个媒体的聚焦关注。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
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封昌红告诉记
者，作为第一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
大展的成果项目，REED智能眼镜的“科
技性+设计性”强化结合的特质，使它可实
现多个智能城市的社会管理功能，已经吸

引了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注意，对开启
建设智能化城市建设的尝试进行探讨。

在首届“设计+制造”产业对接会基础
之上，本届设计大展启动“1+5：设计×制
造业”的配对形式：组委会根据每家参展
商的设计优势及发展方向，同时向每位参
展商提出5家最希望合作的潜在客户，努
力促成双方之间的交流和洽谈，进行最终
的商业配对和潜在的项目合作支持。独特
的“1+5”商业配对模式，把设计公司与制
造业以项目合作的形式串联起来，使得
“设计与设计”、“设计与制造”、“制造与制
造”之间能够更好地渗透、融合与建立实
质合作。

智能可穿戴引领全球设计风

本次大展新增设计前沿（智能可穿
戴）展区，并举行全球智能可穿戴创新大
会。全球最潮的设计产品“齐聚”深圳，观
众先睹为快，过足眼瘾。
其中，智能睡眠眼罩、GOCCIA健康

测试仪、REED智能眼镜、洛可可55度智
能水杯、脑电波感应器、咘瓜儿童智能手
表、沃飞裸眼三维电视等等近百件最新智
能产品集体亮相。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
这些做工精美，设计简洁的可穿戴产品，

将人机互动，将体感与数据结合，让人感
受到“科技+设计”给大众生活带来的超体
验。
开幕当天下午，2014年全球智能可

穿戴创新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作为
智能可穿戴最为火爆的一年，大会集结了
全球领先Misfit 可穿戴公司创始人斯瑞
达·艾扬格、IDEO中国区设计总监黄智
恒、美国RKS设计创始人拉维·桑尼、芬
兰Myontec董事会主席安蒂·菲赫拉斯
基、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人机交互组研究
负责人顾嘉唯等。全球可穿戴巨头，聚焦
可穿戴设备的未来，细谈可穿戴智能设计
的前世今生。

《设计进化论》为中国设计呐喊

展会期间，首部中西合著设计巨作
《设计进化论》的发布，更是吸引了全球的
目光。发布会由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许戈
辉主持，签售会上的活字印刷术见证仪式
和创意分享环节给前来参展的国外嘉宾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设计进化论》由深圳市工业设计

行业协会和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出
版。本书筹划时间长达两年之久，由 30
位设计大师潜心编写而成，集结全球
最著名的设计大师路易吉·克拉尼，丹
麦皇室御用奢华视听品牌 B&O设计
总监 Torsten Valeur，日本国宝级设
计大师黑川雅之等。该书围绕十大设
计主题精彩论剑，将成为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工业设计案例分析及高端对话
书籍。
签售会上排起的长队和预售的火热

程度也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期。记者在现场
看到，前来签名的队伍排起了长龙。甚至
有很多老年人特地排队为学设计的儿孙
辈买书。而微信预售本来限额50个，结果
报名火热，不得不多开窗口将名额扩至
100个。
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设计进化论》见证着中国设计发展的足
迹以及设计领军人物向前进的艰辛脚
步，展现了新时代设计的进化与变革过
程。

“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昨日闭幕

最前沿的设计，请看深圳
深圳商报记者 刘琼 苏兵

“我们崇尚创造，我们信仰创新，我们乐于分享，我
们就是我们——我们是创客⋯⋯”11月30日，在第二
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深圳国际开放创新
圆桌会议”的现场，海内外设计界的10余位创客宣读
了这份《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12月1日上午，深圳市市长许勤参观了展览并肯

定大展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他强调：
“深圳将在规划政策、体制机制上给予产业发展大力支
持，进一步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和创客的融合发展，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迈向质量时代。”

创客与深圳城市基因高度契合

当下，创客运动风靡全球。受全球最大的工业设计大
展——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的吸引，美
国未来研究所所长林恩·杰弗里博士、中国首个正式创客
空间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等全球知名创客均来到深圳。
封昌红表示，深圳是全球公认的创客天堂，具有完

整的创客产业链基础和氛围。和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
深圳的发展也是从传统制造业起步，经历几十年的高
速增长之后面临诸多问题，转型成为必须。得益于独特
的产业特征和深厚的产业基础，深圳将科技创新作为
城市转型发展的最终方向，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正是因为跟“创客”理念的互相契合，深圳成为了

全球备受瞩目的“创客之城”。

促进“创新、创意、创业和创客”紧密融合

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创客专委会主席潘昊2011年将自己位于华侨城的旧
办公室改造成“柴火创客空间”,从此开始了创客之路。
深圳吸引了潘昊和Techspace、Makeblock等创

客精英，也吸引了Haxlr8r。这是全球第一家硬件孵化器。
“Haxlr8r的意义在于国际化视野和资源。大家在这里碰
撞交流，许多技术和思想最终会留在深圳，作为这个城市、
甚至整个国家创客圈子的宝贵积累。”潘昊说。“创客恰好
是传统制造业与设计业的一个结合点，既需要传统制造业
的基础，也需要创新设计的动力。”封昌红表示,在创客所
需要的产业要素中，工业设计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正如深圳市市长许勤所言：“创意设计是引领工业

制造业走向高端、实现高附加价值的核心和关键。设计
能够使工业产品与环境、与人文、与需求结合得更好，
把人的物质需求、功能需求与精神需求、文化需求体现
在一件产品中，同时也能够促进创新、创意、创业和创
客的紧密融合。”

《全球创客深圳宣言》发布
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创客”融合发展

深圳城市名片
再添“创客之城”
深圳商报记者 刘琼 苏兵

大展中的设计新品，引来观众浓郁的兴趣。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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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记者 李海若/文、图

本届大展将集中展示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5000余件
挑战设计理念的展品，共计有198家知名设计机构和企业参
展。其中，海外知名设计企业138家，占展馆面积70%。
最受国际界关注的是，本次大展邀请到全球最著名的

工业设计巨星凯瑞姆·瑞席、意大利天才设计师乔凡诺尼等从
拉斯维加斯、纽约、伦敦等转移至深圳，现场进行2015年全球
新品发布会，成为了中国首个引入CES展新品发布会模式的
专业设计展。全球工业设计领域最顶尖的四大奖项（IDEA、
IF、GMARK、星火奖）首次集体亮相设计大展首次同台竞技，
观众将能首次不用跑多个区域集中看到GMARK硅谷最牛
设计师Yves Behar等多位国际设计大咖的经典获奖作品。

□背景 世界设计风向标

晶报讯（记者 姜梦诗）
11月20日，“秦风雅韵：张重
庆、张珂、杨争光三人书法
展”在深圳中心书城开展。
著名作家杨争光在写作

之余，由读字而习字，时断时
续，渐有所得。陕西省书画
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重庆楷

隶行草皆能，尤以隶书和行
书见长展。书法家和书法理
论家张珂曾著有书法理论专
著《意造宋代》，对中国书法
尤其是宋代书法进行了独
特、深刻和立体的剖析，被誉
为书法理论领域“开创性”和
“里程碑式”的著作。

晶报讯（记者 尹维颖）
11月 23日，有“著名古典风
情诗人”之称的若离携新作
《路过你的忧伤》，来到深圳书
城·南山城进行签售活动。签
售会由深圳书城·南山城、长
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联合
举办，现场签售近600本书。
据若离介绍，她自小受从事

教育事业父亲的熏陶而爱好写
作，有多部作品与移动手机阅
读签约，目前已出版多部散文、
诗集作品。用若离的话说，“我
对文字空有一片赤诚，可文字
回敬我的却是苍白的生活。”为
了坚持这份美好的文学理想，
近年来若离在创作之余，还参

与了一些商业活动，她凭借知
性优雅的形象，受邀担任多家
企业形象代言，中国邮政连续
三年发行她个人肖像贺年卡以
及肖像纪念邮票。

若离带来的首部小说《路
过你的忧伤》以影射的形式，
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弊病，若离
用小说告诫所有人，无论是否
富有、是否势倾朝野，我们都
应当忠于自己的内心，不背叛
自己的初心。若离不愿对自
己的第一部小说评分，但是她
为自己敢于尝试的勇气而骄
傲，她表示，未来会继续诗歌
与小说的创作，文学之梦永不
停止。

中心书城看书法“三人行”

晶报讯（记者 李海若）
近日，“肖芳凯·醉花阴”个展
在华侨城创意园北区的桥舍
画廊开幕，将展至月底。
肖芳凯硕士毕业于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师从
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旗帜性

人物石沖。以“荒败”园林出
发描绘时代特征和当代人的
精神面貌，是肖芳凯颇为独
特的艺术表达。肖芳凯很早
就确定了以园林为自我的画
题，为此，他曾经多次下江
南，徜徉于苏州各名园之中。

肖芳凯个展于桥舍画廊开幕

要看当下最潮的设计产品，不用再跑到国外去啦。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了解到，号称全
球规模最大的2014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将于 11月 29日至 12月 2日在会展中心 9号馆开
幕。大展以“开放创新：再设计·新市场”为主题，是我国
第一个引入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CES展新品发
布会模式的专业品牌展会。

作为智能穿戴火爆崛起的一年，本届大展新增设计
前沿（智能可穿戴）展区和举行全球智能可穿戴创新大
会。这里介绍部分展出的最新设计产品，先睹为快。

看最潮的可穿戴智能产品
到深圳工业设计大展来！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29日启幕 国际四大工业设计奖同台竞技

感知环境的神奇手环

SENSORO传感器仅
有一块普通手表大小，部署
在任何地方，都能拥有精确
定 位、感 知 环 境、唤 醒
App 的能力，它还可与
App 的使用者实时互动。

SENSORO 内置多种
高灵敏度传感芯片，能不间
断地感知周围环境中的光
线、动作等，仿佛是一个功能
齐全的“数字灯塔”，以蓝牙
广播的方式向外广播这些数
据；只需要将 SDK 嵌入到
App 中 ，就 能 让 你 的
App 感受到这个真实的世
界，让你获得神奇的体验。

为“睡眠时间”设计的家具

MOSAIC（镶嵌）床，是
专为“睡眠时间”而设计的
家具，能贴心关注你入睡
前、熟睡中、苏醒后的整体
就寝享受。

通常头部会被设计成
床头板，而MOSAIC在软
包床头上设计了靠枕，既考
虑到对头部的保护，也可以
作为第二个枕头，在就寝前
后用来倚靠头部。巧妙的
是，脚部还设计了脚踏板，
可以用来放置睡衣等床上
用品，用途可谓多种多样。

蓝牙LED蜡烛灯

PLAYBULB candle

是一款蓝牙智能仿真香薰
彩灯，它可有无限有趣的
玩法。其内置蓝牙智能芯
片，能够更精准快速地控

制灯光。它带有智能应用
软件 PLAYBULB X，通过
在设备上安装运行来调节
LED 灯的亮度及 RGB 色
彩。

另外，它能耗低，三颗
五号电池可连续使用长达
240个小时。将它倒置的时
候还可以当作烛台。

可以治疗伤口的刀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刀，
它能治疗你的伤口。如果
你切菜时一不小心伤到了
手指又流血不止，那么你可
以第一时间拧开刀把的盖
子，将药粉洒到伤口处，帮
助止血和消毒。

这就像自然界中动植物的
共生关系一样，一方为另一
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
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
你是不是爱上这款爱意浓
浓的刀了？

360°香草比萨切

在设计未来展区，则汇

集 了 来 自 Design-Pie、
ZSMART、杭州四小龙（瑞
德、飞鱼 、凸凹 、博乐）、风格
派等30多家国内外的新锐设
计师以及明星设计的新型设
计师团队的创作精品。

看看这样一款 360°
香草比萨切，它是结合香草
切碎器及比萨刀的新一代
厨具。利用两刀片前后来
回滚动便可轻松切碎香
草。按下手把按扭把刀片
合起来，便可成为比萨切，
简单易用。另外可分拆成

三件放进洗碗机清洗，透明
盖的设计还便于安全收纳。

爱心胶囊式水杯

这些五彩斑斓的胶囊，
是药么？NO，它们是充满关
爱的水杯。设计者从胶囊外
形上受到启发，使用生物可
降解的生态环保塑料，设计
了这一系列水杯。

同时，每卖出一个水杯，非
洲的儿童就会收到抗疟疾药
物。外表漂亮又环保，而且爱
心满满，是不是很合你心意？

可以治疗伤口的刀
切菜时如果不小心伤到手指
流血不止，可拧开刀把的盖
子，将药粉洒到伤口处，第一
时间帮助止血和消毒。

神奇手环能感知环境，与App的使用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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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杂志报道
           Magazine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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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from Tencent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视觉中国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from Visual China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
5-6 网络报道
           Network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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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微博直播

SZIDF’s Weibo Live Broadcast 

协会微博直播

SIDA’s Weibo Live Broadcast

大展官网

Official Website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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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腾讯网

Tencent

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新浪网

Sina

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人民网

People.com.cn

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凤凰网

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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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网易

Netease

权威网络媒体 

Influential Internet Media 

搜狐网

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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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媒体宣传一览表

1、电视、电台报道

《深圳卫视—深视新闻》

2014 年 11 月 29 日          打造设计风向标 全球最大规模工业设计展在深圳开幕

2014 年 12 月 1 日            许勤参观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014 年 12 月 1 日            创意  让生活更美好

2014 年 12 月 2 日            创意设计 为传统制造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深圳都市—第一现场》

2014 年 11 月 29 日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展深圳开幕 

2014 年 12 月 1 日            许勤参观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深圳财经 - 财经生活报道》

2014 年 11 月 30 日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2014 年 12 月 1 日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国际和本土的设计新“碰撞”

《深圳公共 -18 点新闻》

2014 年 12 月 1 日          国际工业设计展 喝水有神器 汽车 DIY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

11 月 29—12 月 1 日现场报道 10 次

《深圳电台—先锋 898》

11 月 18-12 月 3 日三个设计专题报道 30 次

11 月 29 日 -12 月 2 日现场专题报道 20 次

PRESS REPORTS & PUBLICITY LIST
1 TELEVISION AND RADIO REPORTS

“Shenzhen Satellite TV - Shenzhen TV News”

On Nov.29th, 2014, to build the vane of design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Shenzhen

On Dec.1st, 2014, Mayor Xu Qin visited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Dec.1st, 2014, Innovation creates better life

On Dec.2nd, 2014, Innovation design has inserted the wings for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enzhen City Channel – The First Scene”

On Nov.29th, 2014,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Shenzhen

On Dec.1st, 2014, Mayor Xu Qin visited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henzhen Financial and Economics Channel– Financial Life Report”

On Nov.30 th, 2014,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The hurricane of design swept Shenzhen

On Dec.1st, 2014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he new “collis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design

“Shenzhen Public Channel – 18:00 News”

On Dec.1st, 2014,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he most useful tool for drinking  Automobile DIY

“China National Rdio – The sound of China”

Nov.29th – Dec.1st  Live report for 10 times

“Shenzhen Radio – FM89.8”

Nov.18th – Dec.3rd , Three design special reports for 30 times

Nov.29th – Dec. 2nd , Live special report for 20 times

2、报纸报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      12 月 1 日        工业设计  创意味浓

人民日报海外版      12 月 10 日       深圳成为全球创客乐园

中国日报                11 月 30 日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中国日报                12 月 1 日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中国经济导报         11 月 28 日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中国工业报             12 月 1 日        朱宏任出席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并讲话

中国质量报             12 月 2 日      工业设计力推“安徽创造”

中国文化报             12 月 8 日      深圳或成“创客”乐园

经济日报                 12 月 2 日         工业设计展创意

浙江日报                 12 月 9 日         “再设计”成点金圣手

安庆日报                 12 月 1 日         深圳 ：工业设计展创意 

沧州晚报                 12 月 2 日         工业设计展创意

九江日报                 12 月 2 日         工业设计展创意

香港商报                 12 月 2 日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 全球时尚工艺风向标

香港大公报              12 月 10 日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隆重开幕

法制日报                  11 月 26 日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展将在深圳举行

科技日报                  12 月 1 日          深圳 ：工业设计展创意

  科技日报                12 月 1 日           深圳打造“设计之都”“创客之城”

广东建设报              12 月 4 日          意大利著名设计师拟在深开设计公司

南方日报                  11 月 14 日         5000 件顶尖作品呈现工业设计全新理念

南方日报                  11 月 28 日         全球创客巨头首次集结深圳 

南方日报                  12 月 5 日          工业设计大展秀出国际范

南方都市报              11 月 30 日         大大大 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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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12 月 1 日          菜从水上来 智能流水餐厅亮相

南方都市报         12 月 2 日          海峡设计大咖共论产业发展

南方都市报         12 月 3 日          百多设计大师展示设计成果

羊城晚报             11 月 13 日         在深圳看到世界最前沿设计

羊城晚报             11 月 27 日         深圳，迈向国际化的“创客之城”

羊城晚报            11 月 26 日         让世界看见中国的设计

羊城晚报            12 月 4 日          大咖云集 “深圳设计”出挑

广州日报             11 月 12 日         国际四大工业设计奖作品亮相

广州日报             11 月 27 日         创意设计 脑洞大开

广州日报             11 月 30 日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广州日报             12 月 2 日          脑电波玩游戏   眨眨眼打电话

深圳特区报          11 月 18 日         大师云集深圳设计嘉年华

深圳特区报          11 月 27 日         第二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开幕

深圳特区报          11 月 29 日         深圳国际设计大展 有望超过米兰

深圳特区报          11 月 30 日         顶尖创意引领全球设计产业风向

深圳特区报          11 月 30 日         深圳设计师创新设计领跑业界

深圳特区报          11 月 30 日         两高端设计项目 拟落户深圳

深圳特区报          12 月 1 日          鹏城劲吹创意之风

深圳特区报          12 月 2 日          深圳 ：中国硅谷角色更加清晰

深圳特区报          12 月 2 日          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创客融合发展

深圳特区报          12 月 3 日          设计表达一种世界观

深圳特区报          12 月 3 日          “创客”文化正流行

深圳特区报          12 月 4 日          深圳打造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

深圳特区报          12 月 4 日          两大智能产品落地深圳推动国际合作

深圳特区报          12 月 4 日          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深圳特区报          12 月 4 日          创客巨头集结深圳 打造“创客之城”

深圳商报             11 月 14 日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展深圳“绽放”

深圳商报             11 月 30 日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盛宴开席

  深圳商报           11 月 280 日         神器亮相深圳工业设计大展

深圳商报             12 月 2 日          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创客在深融合发展

深圳商报             12 月 2 日          海峡两岸设计论坛深圳举行

深圳商报             12 月 3 日          最前沿的设计，请看深圳

深圳商报             12 月 3 日          深圳城市名片再添“创客之城”

深圳晚报             11 月 18 日         触摸国际设计最前沿 

深圳晚报             11 月 27 日         全球顶尖获奖设计 亮相深圳

深圳晚报             12 月 2 日          高科技让脑洞大开

晶报                    11 月 24 日         看最潮的可穿戴智能产品

晶报                    11 月 27 日          百余海外企业将亮相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晶报                    12 月 1 日           全球首部中西合著《设计进化论》在深发布

晶报                    12 月 2 日           神器亮相深圳工业设计大展

晶报                    12 月 3 日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圆满闭幕

shenzhen  Daily     11 月 27 日          International design fair to open in SZ

shenzhen  Daily       11 月 27 日          SIDA brings Shenzhen designs to the world 

shenzhen  Daily       12 月 1 日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shenzhen  Daily        12 月 2 日          shenzhen，a paradise  for  makers

2 THE NEWSPAPER REPORT

The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on Dec.1, industrial design filled with innovation

The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on Dec.10, Shenzhen becomes the paradise for Maker

China Daily on Nov.30,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China Daily on Dec.1, The world’s largest design hurricane sweeps Shenzhen 

China Economic Review on Nov.28,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ill be opened on Nov.29 

China Industrial News on Dec.1, Mr. Zhu Hongren visited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and gave a speech

China Quality News on Dec.2, Industrial design pushing “Created in Anhui”

China Culture on Dec.8, Shenzhen may become the paradise for Maker

Economic Daily on Dec.2, Industrial design shows innovaion

Zhejiang Daily on Dec.9, “Redesign” becomes gold pointing master

Anqing Daily on Dec.1,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shows innovaion

Cangzhou Evening News on Dec.2, Industrial design shows innovaion

Jiujiang Daily on on Dec.2, Industrial design shows innovaion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on Dec.2,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The world’s fashion vane

Hong Kong Ta Kung Pao on Dec.10,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Nov.29

Legal Daily on Nov.26, The largest design fair will be held in Shenzhe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Dec.1, Shenzhen: Industrial design shows innov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Dec.1, Shenzhen builds “City of Design” and “City of Maker”

Guangdong Construction News on Dec.4, Italian famous designer would like to set up a design company in Shenzhen

Southern Daily on Nov.14, 5000 top works show brand new concept of industrial design

Southern Daily on Nov.28, Global Maker magnates gather in Shenzhen for the first time

Southern Daily on Dec.5,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hows internationalization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n Nov.30, Eye-opener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n Dec.1, Dishes come from water The appearance of intelligent stream-lined restaurant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n Dec.2, The top designer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ogether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on Dec.3, Hundreds of designers display their design achievements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Nov.13, See the world’s most forefront design in Shenzhen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Nov.27, Shenzhen is marching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City of Maker”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Nov.26, To let the world see the design of China

Yangcheng Evening News on Dec.4, Top designers gather to make “Shenzhen design” attractive

Guangzhou Daily on Nov.12, The appearance of award-winning works of international top four industrial design awards

Guangzhou Daily on Nov.27, Innovation design brought by brainstorming

Guangzhou Daily on Nov.30, The world’s largest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with various innovation design overturn 

imagination

Guangzhou Daily on Dec. 2, Play Games with Your Brainwave and Make Phone calls in a Blink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18, Design Masters Gathering at Shenzhen Design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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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2,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on Nov. 29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29, SZIDF: Expected to Surpass Mila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30, Top Creative Designs Leading the Global Design Industry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30, Shenzhen Designers and Shenzhen Design Shining over the Industry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Nov. 30, Two High-end Design Projects Planned to be settled in Shenzhe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1, Shenzhen is Blowing with the Wind of Creatio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1, Shenzhen is Blowing with the Wind of Creatio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2, Shenzhen: A Clearer Role as China’s Silicon Valley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2, Promoting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and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3, Design: An Expression of Worldview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3, In Vogue is the Maker’s Cultur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4, Shenzhen is Building the World’s No.1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4, Two Smart Products Completed in Shenzhe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4, Issuing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on Dec. 4, Pioneering Makers Gathering in Shenzhen, Building “City of Makers”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4,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Blooming” in Shenzhen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Nov. 30, Grand Opening: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Nov. 28, Debut of Magical Weapon at SZIDF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2, Promoting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2,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Held in Shenzhen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3, Come to Shenzhen and Appreciate the Most Advanced Designs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3, “City of Makers”: Another Name Card of Shenzhen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Nov. 18, Touching the Forefront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Nov. 27, Global Top Award-winning Designs Appearing in Shenzhen

Shenzhen Economic Daily on Dec. 2, High Technology Opens Your Mind 

Daily Sunshine on Nov. 24, Come to SZIDF to Appreciate the Hottest Smart Wearables 

Daily Sunshine on Nov. 27, Over a Hundred Overseas Enterprises to Appear at SZIDF 

Daily Sunshine on Dec. 1, Releasing of World’s First Design Masterpiece Design Revolution Co-author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 Masters in Shenzhen 

Daily Sunshine on Dec. 3,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uccessfully Concluded 

Shenzhen Daily on Nov. 27, International design fair to open in SZ 

Shenzhen Daily on Nov. 27, SIDA brings Shenzhen designs to the world

Shenzhen Daily on Dec. 1,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Shenzhen Daily on Dec. 2, shenzhen, a paradise for makers

3、杂志报道

《瞭望东方周刊》专题报道     12 月 4 日      设计改变中国

 《Design360》专题报道        12 月刊        2014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大展

3 MAGAZINE REPORTS
Special Report of Oriental Outlook on Dec. 4,Design Changes China

Special Report of Design360 issued in Dec, 2014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4、网络报道

（1）专题页面

《视觉中国》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

http://shijue.me/photo_groups/show/546b12878ddf874bde01ad52

《腾讯专题》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 2014

http://digi.tech.qq.com/zt2014/SZIDF/index.htm

大展官网

SZIDF2014 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www.szidf.com/cn/index.html

（2）网站报道

1、人民网

第二届工业设计大展将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 

http://sz.people.com.cn/n/2014/1128/c202846-23043647.html

许勤参观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sz.people.com.cn/n/2014/1202/c202846-23079152.html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在深举办 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创客融合发展 

http://sz.people.com.cn/n/2014/1202/c202846-23079672.html

第二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11 月 29 日开幕

http://sz.people.com.cn/n/2014/1127/c202846-23026202.html

2、新浪网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news.sina.com.cn/o/p/2014-11-30/091331224027.shtml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http://news.sina.com.cn/o/2014-12-01/092231227551.shtml

脑电波玩游戏   眨眨眼打电话

http://news.sina.com.cn/o/2014-12-02/061931231742.shtml

深圳 : 迈向国际化的 " 创客之城 " 象征科技进入 " 更新期 http://news.sina.com.cn/o/2014-11-27/142031211898.shtml

晟邦设计孵化器亮相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club.news.sina.com.cn/thread-1261083-1-1.html

法恩莎卫浴首席设计师乔凡诺尼携新作亮相深圳设计大展

http://jiaju.sina.com.cn/news/q/20141210/3946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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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腾讯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 2014（专题）

http://digi.tech.qq.com/zt2014/SZIDF/index.htm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展深圳“绽放”  

http://finance.qq.com/a/20141114/100490.htm

第二届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精彩亮点介绍

http://digi.tech.qq.com/a/20141126/157233.htm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quanzhou.jia360.com/2014/1119/1416368529350.html

最前沿的设计，请看深圳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3/010663.htm

深圳城市名片再添“创客之城”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3/010650.htm

工业设计大展秀出国际范 

http://digi.tech.qq.com/a/20141210/060635.htm

海峡两岸设计论坛深圳举行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2/007948.htm

4、搜狐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info.focus.cn/news/2014-11-21/207061.html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洛可可 10 年纪  

http://roll.sohu.com/20141128/n406477108.shtml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roll.sohu.com/20141130/n406510227.shtml

大疆英斯拜耳一号无人机等数千设计作品深圳展出

http://business.sohu.com/20141129/n406505302.shtml

工业设计大展 尽是奇思妙想

http://my.tv.sohu.com/us/19892933/62612640.shtml

深圳 ：工业设计展创意

http://roll.sohu.com/20141201/n406542387.shtml

工业设计展让人大开眼界

http://321design.blog.sohu.com/120730782.html

5、网易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news.163.com/14/1130/09/AC9ORD6V00014JB5.html

朱宏任出席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并讲话

http://news.163.com/14/1201/10/ACCEBI3T00014SEH.html

创意设计 脑洞大开  

http://news.163.com/14/1127/06/AC1OFKQC00014AED.html

大大大 开眼界！

http://news.163.com/14/1130/05/AC9B4AVL00014AED.html

大咖云集 “深圳设计”出挑

http://news.163.com/14/1204/09/ACK308TT00014AED.html

深圳，迈向国际化的“创客之城”

http://news.163.com/14/1127/08/AC1VUO0O00014AED.html

让世界看见中国的设计  

http://news.163.com/14/1126/08/ABVBGAQB00014AED.html

大疆英斯拜耳一号无人机等数千设计作品深圳展出

http://news.163.com/14/1129/22/AC8KUCS900014JB6.html

国际四大工业设计奖作品亮相

http://news.163.com/14/1112/06/AAR3JP7N00014AED.html

脑电波玩游戏   眨眨眼打电话

http://news.163.com/14/1202/06/ACEJH3AK00014AED.html

6、中国网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11/30/content_30108799.htm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12/01/content_30121645.htm

5000 件顶尖作品呈现工业设计全新理念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41114/2788266.shtml

7、凤凰网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1/42612259_0.shtml

杭州设计公司亮相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 “再设计”成点金圣手 

http://nb.ifeng.com/cjxw/detail_2014_12/09/3263275_0.shtml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nb.ifeng.com/kejishuma/detail_2014_11/24/3194455_0.shtml

8、中国经济网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luxury.ce.cn/sd/sdzh/201411/26/t20141126_2123010.shtml

晟邦设计孵化器亮相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luxury.ce.cn/sd/sycj/201412/04/t20141204_2146691.shtml

大疆英斯拜耳一号无人机等数千设计作品深圳展出

http://www.ce.cn/cysc/jtys/hangkong/201411/30/t20141130_4011204.shtml

9、视觉中国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展（专题）

http://shijue.me/photo_groups/show/546b12878ddf874bde01a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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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shijue.me/show_text/54505d478ddf873221016ea5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于今日开幕 !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2b6b8ddf871b2b033b1f

秒杀 Google Glass 的新一代智能眼镜全球首发 , 就在 2014SZIDF!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2950e744f925ab00f0c6

全球最先进的智能眼镜 REED 发布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321a8ddf8723680016ee

从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看中国制造产业转型

http://shijue.me/show_text/5487f1158ddf87032000bcef

众多大咖助力——《设计进化论》全球首发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9b289e744f957a201e13b

10、国际在线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gb.cri.cn/42071/2014/11/30/6351s4784982.htm

全球最大规模设计飓风席卷深圳 

http://gb.cri.cn/42071/2014/12/01/6311s4785604.htm

11、深圳新闻网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开幕

http://www.sznews.com/tech/content/2014-11/26/content_10745078.htm

神器亮相工业设计大展 深圳设计公司温度速调杯被山寨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12/02/content_10781180.htm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昨开幕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4-12/01/content_10775621.htm

12、奥一网

百多设计大师展示设计成果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3/237871.html

海峡设计大咖共论产业发展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2/237810.html

菜从水上来 智能流水餐厅亮相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1/237715.html

13、光明网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

http://difang.gmw.cn/sz/2014-11/30/content_14007732.htm

第二届深圳国际工业 设计大展 29 日开幕

http://culture.gmw.cn/newspaper/2014-11/28/content_102363145.htm

14、雅昌艺术网

深圳打造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4/n685580.html

全球最大工业设计盛宴开席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1/n684178.html

大师云集设计嘉年华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118/n677626.html

深圳国际设计大展 有望超过米兰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1/n684201.html

15、慧聪网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info.shuma.hc360.com/2014/11/19105532762.shtml

16、it 世界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www.it.com.cn/news/tx/cn/2014112416/1155046.html

17、太平洋电脑网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576/5769476.html

18、香港卫视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www.sxhkstv.com/shwx/2014-11-28/19296.html

19、小熊在线

开放创新 ：再设计·新市场——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www.shbear.com/2/lib/201411/18/20141118267.htm

20、大洋网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life.dayoo.com/digital/201411/19/87172_38884923.htm

21、it168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cio.it168.com/a2012/0802/1380/000001380208.shtml

22、中国设计之窗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29 日盛大开幕

http://www.333cn.com/industrial/hyzx/149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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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CN

Misfit 参展 2014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http://life.21cn.com/zaojiao/xiaofei/a/2014/1211/15/28715387.shtml

更多信息，请搜索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

4 NETWORK COVERAGE
(1) Featured Pages

ChinaVisual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shijue.me/photo_groups/show/546b12878ddf874bde01ad52

Tencent Feature

2014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digi.tech.qq.com/zt2014/SZIDF/index.htm

SZIDF Official Website 

SZDF 2014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www.szidf.com/cn/index.html

(2) Website Coverage

1 People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Will Issue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http://sz.people.com.cn/n/2014/1128/c202846-23043647.html

Xu Qin Visits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sz.people.com.cn/n/2014/1202/c202846-23079152.html

SZIDF held in Shenzhen, Promoting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http://sz.people.com.cn/n/2014/1202/c202846-23079672.html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on Nov. 29

http://sz.people.com.cn/n/2014/1127/c202846-23026202.html

2 Sina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http://news.sina.com.cn/o/p/2014-11-30/091331224027.shtml

The Hurricane of Design Swept Shenzhen

http://news.sina.com.cn/o/2014-12-01/092231227551.shtml

Play Games with Your Brainwave and Make Phone calls in a Blink

http://news.sina.com.cn/o/2014-12-02/061931231742.shtml

Shenzhen: Steps Towards the Internaitonalized “City of Makers” Marks “Renewal Period” of Technology

http://news.sina.com.cn/o/2014-11-27/142031211898.shtml

CBON Incubator Appears at SZIDF

http://club.news.sina.com.cn/thread-1261083-1-1.html

Stefano Giovannoni, Chief Designer of FAENZA Attend SZIDF with his New Work

http://jiaju.sina.com.cn/news/q/20141210/394657.shtml

3 Tencent

2014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Feature)

http://digi.tech.qq.com/zt2014/SZIDF/index.htm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Blooming” in Shenzhen

http://finance.qq.com/a/20141114/100490.htm

Highlights of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digi.tech.qq.com/a/20141126/157233.htm

Grand Opening of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Nov. 29

http://quanzhou.jia360.com/2014/1119/1416368529350.html

Come to Shenzhen and Appreciate the Most Advanced Designs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3/010663.htm

 “City of Makers”: Another Name Card of Shenzhen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3/010650.htm

SZIDF Showing International Charisma

http://digi.tech.qq.com/a/20141210/060635.htm

Cross-strait Design Forum Held in Shenzhen

http://finance.qq.com/a/20141202/007948.htm

4 Sohu

Grand Opening of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Nov. 29

http://info.focus.cn/news/2014-11-21/207061.html

SZIDF: A Decade of LKK

http://roll.sohu.com/20141128/n4064771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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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s

http://roll.sohu.com/20141130/n406510227.shtml

UAV Inspire 1 of DJI Innovation and Other Thousands of Designs Will Exhibit in Shenzhen

http://business.sohu.com/20141129/n406505302.shtml

SZIDF: Full of Smart Ideas

http://my.tv.sohu.com/us/19892933/62612640.shtml

Shenzhen: Creative SZIDF

http://roll.sohu.com/20141201/n406542387.shtml

SZIDF: An Eye-opener

http://321design.blog.sohu.com/120730782.html

5 NetEase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news.163.com/14/1130/09/AC9ORD6V00014JB5.html

Mr. Zhu Hongren has delivered a speech in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news.163.com/14/1201/10/ACCEBI3T00014SEH.html

Creative Design  Expand Citizens Horizon 

http://news.163.com/14/1127/06/AC1OFKQC00014AED.html

Eye-opener!!!

http://news.163.com/14/1130/05/AC9B4AVL00014AED.html

Maters Gathering, Making “Shenzhen Design” Outstanding

http://news.163.com/14/1204/09/ACK308TT00014AED.html

Shenzhen, an international “City of Makers”

http://news.163.com/14/1127/08/AC1VUO0O00014AED.html

Let the world see Chinese Design  

http://news.163.com/14/1126/08/ABVBGAQB00014AED.html

Inspire I from DJI Innovations and other thousands of design works exhibit at SZIDF

http://news.163.com/14/1129/22/AC8KUCS900014JB6.html

Works got the top four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displayed at SZIDF

http://news.163.com/14/1112/06/AAR3JP7N00014AED.html

playing games by brain wave   making phone calls by blinking eyes

http://news.163.com/14/1202/06/ACEJH3AK00014AED.html

6 China Network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11/30/content_30108799.htm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Shenzhen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12/01/content_30121645.htm

5000 top works show the brand new theory of industrial design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41114/2788266.shtml

7 Phoenix Net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Shenzhen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1/42612259_0.shtml

Design Companies in Hangzhou exhibited in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Redesign becomes the focal point

http://nb.ifeng.com/cjxw/detail_2014_12/09/3263275_0.shtml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nb.ifeng.com/kejishuma/detail_2014_11/24/3194455_0.shtml

8 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luxury.ce.cn/sd/sdzh/201411/26/t20141126_2123010.shtml

Shengbang design incubator displayed at SZIDF

http://luxury.ce.cn/sd/sycj/201412/04/t20141204_2146691.shtml

Inspire I from DJI Innovations and other thousands of design works exhibit at SZIDF

http://www.ce.cn/cysc/jtys/hangkong/201411/30/t20141130_4011204.shtml

9 Visual China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pecial Report)

http://shijue.me/photo_groups/show/546b12878ddf874bde01ad52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http://shijue.me/show_text/54505d478ddf873221016ea5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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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2b6b8ddf871b2b033b1f

Better than Google Glass - World Premiere of New Generation Intelligent Glass at 2014SZIDF!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2950e744f925ab00f0c6

the releasing of world’s most advanced intelligent glass - REED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d321a8ddf8723680016ee

See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shijue.me/show_text/5487f1158ddf87032000bcef

masters gathering to witness the first publishing of Design Revolution

http://shijue.me/show_text/5479b289e744f957a201e13b

10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Online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gb.cri.cn/42071/2014/11/30/6351s4784982.htm

The world’s largest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pened in Shenzhen

http://gb.cri.cn/42071/2014/12/01/6311s4785604.htm

11Shenzhen News Net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www.sznews.com/tech/content/2014-11/26/content_10745078.htm

The good stuff shows at SZIDF; the temperature changing cup designed by Shenzhen design company was Shanzhaied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12/02/content_10781180.htm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4-12/01/content_10775621.htm

12 www.oeeee.com

over a hundred design masters displayed their designs at SZIDF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3/237871.html

Cross-strait Designers discuss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2/237810.html

The vegetables come from the water, the Happy Fish Word restaurant exhibited at SZIDF

http://www.oeeee.com/html/201412/01/237715.html

13 Guang Ming online(GMW)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difang.gmw.cn/sz/2014-11/30/content_14007732.htm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culture.gmw.cn/newspaper/2014-11/28/content_102363145.htm

14 Artron.net

Shenzhen builds the leading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4/n685580.html

The grand opening of world’s leading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1/n684178.html

Masters gathering at the design carnival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118/n677626.html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is expected to compete with Milan

http://huanan.artron.net/20141201/n684201.html

15 www.hc360.com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info.shuma.hc360.com/2014/11/19105532762.shtml

16 IT world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www.it.com.cn/news/tx/cn/2014112416/1155046.html

17 PC online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576/5769476.html

18 HKSTV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www.sxhkstv.com/shwx/2014-11-28/19296.html

19 beareyes

Open Innovation: Redesign·New Markets -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www.shbear.com/2/lib/201411/18/201411182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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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ayoo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life.dayoo.com/digital/201411/19/87172_38884923.htm

21 it168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cio.it168.com/a2012/0802/1380/000001380208.shtml

22 Design China

The Grand Opening of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on 29th, Nov.

http://www.333cn.com/industrial/hyzx/149660.html

23 21CN

Misfit exhibited at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2014

http://life.21cn.com/zaojiao/xiaofei/a/2014/1211/15/28715387.shtml

More info, please search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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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hanges the world, and creation realizes dreams. 

The four-day 2nd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SZIDF) 2014 has concluded successfully. As 

City of Design, Shenzhen displayed an excellent fair o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SZIDF 2014 gatherd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fashionable and innovative design resources and platforms. 5,000 

good design products were displayed at the fair. Over one hundred world top industrial design masters gathered 

in Shenzhen, the industrial design exhibition scale i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newest intelligent 

wearable devices have been displayed. The famous makers gathered in Shenzhen and announced the Declaration of 

Global Makers in Shenzhen. The visitors are over 200,000. The world industrial design focused on Shenzhen…

Chin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Fair has become the first fair in industrial design whether in scale 

or in quality. The encouragements from the leaders, recognition of exhibitors, positive comments from the industry 

and good results made us feel delighted and touched. We will make persistent efforts; persist in open innovation 

and quality driven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the help of innovation,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makers, driven 

by innovation industry upgrading, thu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time from economic developing time.

Facing the future, let’s set high aspirations, be tolerant to diversity, and build the brand new era of changing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history of city development.

The world is being redesigned: change now, and dreams will come true.

Hope SZIDF can build a Chinese dream.

创新改变世界，创造成就梦想

为期四天的 2014 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SZIDF）终于圆满落幕，在全球“设计之都”

的深圳，呈献了一场创新创业创意创客的绝佳演出。

本届设计大展聚集了全球最前沿、最时尚、最创新的设计资源和平台。五千余件设计精品亮相大展，

逾百位全球顶级工业设计巨擘聚集深圳，展览规模居全球行业首位，国际化引领迈向高端，全球最新

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纷纷亮相，创客巨头集结深圳发布全球创客深圳宣言，专业观众突破 20 万人，全球

工业设计行业的目光聚焦深圳⋯⋯

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中国（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已然成为全球工业设计第一展。领导们的鼓励、

展商的认可、业界的赞许以及收获的丰硕成果，令人欣慰和感动。我们将再接再厉，坚持开放创新和

质量引领的发展理念，借助创新、创意、创业、创客的融合发展，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加快实现“三

个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向质量时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面向未来，让我们志存高远，海纳百川，共同打造改变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历史的全新时代。

这个世界正在被重新设计 ；改变从此开始，梦想由此成真。

期待 SZIDF 筑梦中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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