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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球工業設計盛會 2018第深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11月
5日啟幕

來源：香港商報網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姚志東報道：2018第六屆深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以下簡

稱“大展”）日前召開媒體見面會，承辦單位代表、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執行副

會長兼秘書長封昌紅，大展評審團成員、Cube Design CEO兼設計總監、iF設計獎最

負盛名的評審保羅·科恩出席本次見面會。據悉，本屆大展將于11月5-7日在深圳會展

中心2號館盛大開啟，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辦，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承辦。

 

　　大展以“設計賦能”為主題，聚焦國際前沿設計，瞄准現代工業設計創新與變革

趨勢，通過展覽、論壇、新品发布會、對接會、The Great One大獎評選等系列活

動，全方位展示設計創新產業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引導企業開发新產品、打造新品

牌、提供新服務、創造新需求，推動從“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創

造”高質量跨越式发展。

 

　　深港台設計資源匯集

 

　　本屆大展吸引了法國設計國家館、丹麥設計國家館、A’設計大獎賽、荷蘭設計

國家館、韓國設計振興院、意大利設計國家館、美國星火設計獎等六個國家的七個國

際設計展團；除此以外，還吸引了175家海外設計機構參與和關注大展，設計大展的

影響力和權威性逐步擴大，設計生態的成效日具規模。許多展品首次在中國進行展

示，如：如來自德國Noto設計工作室的B&O有史以來最高端、最昂貴的BeoLab90巨

型发燒級音箱；第一個數字重量力量訓練系統與交互式視頻鍛煉相結合的產品——

Tonal Strength Training System 力量訓練系統等。同時，深港台設計資源匯集，台

灣創意設計中心展團，來自香港的黃點設計工作室，以及來自深圳的意臣設計、佳簡

几何、inDare、三諾、設際鄒、白狐等兩岸三地設計資源兩岸三地設計資源同台亮

相。

 

　　設計創造的價值已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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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設計啟迪生活，以設計表達技術，以設計鏈接產業，以設計撬動商業，以設計

賦能城市，設計無處不在，設計創造的價值已經深深融入進城市的生產生活生態中。

但回歸設計的初心，設計师是要為人民服務的。設計的提案力不僅成為商業、科技、

社會、民主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還成為人們幸福生活質量的創造者。

 

　　本屆大展同期將舉辦“全球設計價值峰會”，聚焦設計價值，以設計對話未來。

特邀青蛙設計創始人哈特穆特·艾斯林格，精益設計之父桑迪·蒙羅，日本GK設計集團

社長田中一雄，全球最佳設計事務所創始人保羅·法瓦瑞特，世界設計組織（WDO）

主席路易莎·博切多，iF國際設計大獎全球執行總裁拉夫·威格曼，Whipsaw創始人及

首席設計师、前青蛙設計公司總裁丹·哈登等來自德國、美國、意大利、丹麥等全球設

計大师、商業領袖共同對話，共同探討創意設計思維塑造中國商業新路徑、洞見設計

的未來趨勢、智能化視角下的產品設計策略等。

 

　　首設大展子品牌“The Great One”大獎

 

　　以創意為點，設計為徑，以深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為展示平台，見證了更棒的設

計公司、更傑出的設計师在此成長與发聲，大展全新概念子品牌“The Great

One”將于2018年重磅登場。

 

　　為實現設計賦能價值的最大化、傳播化，今年重磅推出大展全新子品牌 “The

Great One”評選活動，從產品設計、展位設計、設計企業家三大維度進行全新升

級，旨在鼓勵創新和創造，带領設計行業集體发聲，彰顯企業價值觀和設計觀。The

Great One”大獎評選活動，要求參選企業具有鮮活創新力，有明確的企業價值觀，

具備一定的行業創造力與貢獻度，參選產品要求具備商業價值潛力。設有The Great

One設計至尊獎、The Great One創新產品設計獎、The Great One最佳展示獎、

The Great One新一代設計企業家獎、SZIDF2018紀念品設計獎五大獎項，通過評審

團的現場專業評審及線上觀眾投票，將在11月5日晚的全球設計师之夜暨The Great

One大獎頒獎典禮上，揭曉獲獎者。屆時將共同見證更多全球設計精品、優秀設計公

司及傑出設計师，為創新設計发聲，引領設計未來。

 

　　本屆展會首設中外雙策展團隊，丹麥設計聯盟前總裁特勒爾斯·賽登法鄧進行大展

主題概念設計，國內策展團隊彰顯品牌進行大展視覺傳達設計。中西策展團隊的組合

不僅能讓設計大展既保持國際化專業化的調性，同時也能更接地氣，用中國人自己的

文化視角來傳遞設計的精神和價值，釋放設計的力量，彰顯了中國設計力的崛起。

 

　　獲得UFI權威認證 展覽品質獲國際認可

 

　　2018年，大展成功獲得國際展覽業最權威、最具分量的全球展覽業協會（UFI）

認證，將首次以UFI認證會員身份亮相。該認證是展會品質、實力和國際化得到全球

同行認可的標志，是全球會展行業的“金質勳章”。通過時長近一年的對大展面積、

觀眾、媒體評論、現場氣氛、展商質量等的持續考核，大展成為國內數萬個展會中成

功獲得認證的佼佼者。

 

　　設計力綻放  共築設計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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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封昌紅表示，本屆大展以“設計賦

能”為主題，旨在带給大家回歸到設計本身、設計力以及設計價值的思考。自2008年

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成立以來，十年間她一直實踐著“讓世界看見中國設計”，借助

深圳國際工業設計大展等品牌活動，激发深圳創造力。下一個十年，她認為是價值觀

驅動的十年，“設計新生、和而不同”，讓設計回歸初心，讓設計從行業、產業滲透

到城市里的每一個人。

 

　　據悉，本屆大展同期活動精彩紛呈，除了會展中心2號館持續三天的工業設計展

覽外，同期將舉辦1場全球設計價值峰會、1場設計之夜暨The Great One大獎頒獎典

禮、15場國際新品发布會、多場產業對接會等活動，集聚全球設計創新資源，設計力

綻放，促進設計與制造業、設計與互聯網、智能制造融合发展。
[責任編輯：實習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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