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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尚家居展聚焦“零售4.0”
■资讯

9月的“展会季”，历来是家居与设计的嘉年华。为了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设计味道，
一年一度的上海时尚家居展再临申城。从家具、到家居、再到生活，以及生态圈，这个以“生活方式”为
诉求的盛会，满足了人们对未来家居生活的所有想象。 青年报 沈旖旎

国内外展商同台斗秀
据悉，本届上海时尚家居

展将回归上海展览中心，展会
时间提前至9月14至16日，以
期在展会旺季接待更多观展
者。今年展馆布局也焕然一
新：展览中心西翼为厨房用品
专区；中央大厅汇集了家居装
饰、香氛和桌面用品领域领军
品牌；东翼则为时髦礼品和家
居用品。

作为专注于中高端家居设
计及生活用品的国际性展会，
不少知名品牌都慕名而来，既
有大牌参展商也有不少“后起
之秀”。除了 Leonardo、HOME-
UNITED、LivingKitchen、Miji 和
Alessi等品牌将再次亮相，代表
德国70个品牌的“德来品”也将首
次登场。包括Koziol、Bürsten-
haus Redecker、Schnitzler、Tri-
angle Tools、Rommelsbacher 和
Zielonka等业界大咖，将在为期三
天的展会上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前沿生活美学。

国内知名的生活方式品
牌江南布衣家居（JNBYHOME）、
野兽派、INK+IVY、造作也将为
参展者，为消费者呈现更多的
生活灵感。江南布衣家居在
全球已有 700 家零售店，将展
出多种类的家居纺织品。华
漾香氛作为芬迪和卡地亚等
品牌的合作伙伴，将会在展会
上 呈 现 伯 纳（Christian Ber-

nard）品牌香氛。同时参展的
还有著名荷兰床与床垫制造
商欧品，以及结合了北欧设计
与高品质中国工艺的家具品
牌造作。

此外，丹麦家居与小件家
具品牌AYTM也是首次参展，该
品牌以细致而优雅的方式阐释
北欧设计理念，其产品材质表
面与精美细节相映相和，造就
简约而夺目的设计风格。享受
丹麦皇室资助的Aida是首次参
展，Aida设计生产餐具、玻璃制
品、刀具、厨房用品以及礼品。
产品由Poul Pava设计、极具艺
术感的陶瓷和暗色炻器系列产
品吸引了乔治·克鲁尼、帕米
拉·安德森和斯汀等影视明星
拥趸。

创家居业零售新思维
展会同期活动将围绕大会

年度主题“零售4.0”展开：主题
区“PlayLand乐园”由家居廊主
编孙信喜携手 Dariel Studio
& Maison Dada创始人、法国设
计师Thomas Dariel倾情呈现，
在序馆打造以旋转木马为灵
感的零售互动区，带来前所未
有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设计
秀“在地好物”由大会顾问、
QING STUDIO 创始人顾青特别
策划，集合了7家以地方历史、
人文背景及手工艺特长为元
素，通过创意和全新设计包装
的魅力品牌。

值得关注的是，京东作为
年度电商合作平台，引领了20
家世界一线厨具品牌在展会集
体亮相，打造全新京东厨具高
端体验空间。

国内新晋VR全景体验APP
平台壹二则带来新的“游牧计
划”——让观众通过全景技术
与理想世界同步，任意穿梭于
世界上最有生活情趣的场景，
体验极具个人风格的审美态度
和丰富的生活方式；作为连接
数字设计，创新材料和科技的
综合型平台，Neuni MateriO也
将展示由新型材料制作而成的

家居用品以及丰富多彩的材料
图书馆。

展会期间，“新零售论坛”
将进行三天循环开放，特邀零
售行业专家及资深业内人士
从零售方式和零售空间出发，
深入探讨未来商业零售走向
及趋势。除了琳琅满目的展
品和丰富多彩的同期活动，展
会 今 年 特 别 举 办“Lifestyle
Everywhere”零售活动，在展会
同期将有若干精品巴士线路，
由专业导游带领观众游览上
海零售店铺，体验一整天的

“新零售”。

水井坊酒坊
坚持“非遗保护”

中国高端白酒品牌水井
坊，以其历经六百年风雨洗礼，
依旧完整保留、沿用至今的古
窖酒坊而为人所熟知，这座被
称为“第一坊”的酒坊，在现代，
更多了“水井坊博物馆”这样一
层新的身份，它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水井坊酒传统
酿造技艺”的传承地，生动鲜活
地展示了这项传承 600 年的精
湛技艺。

8 月 18 日，国家文博界专
家一行人闻香而至，于此进行
了一次中国酒文化的溯源之
旅，并详细了解了“水井坊酒
传统酿造技艺”。翌日，各位
文博界专家与水井坊董事长
陈寿祺、总经理范祥福等以

“共述非遗‘活’文物 走进六
百年‘第一坊’”为主题，展开
了关于“非遗”在这个时代的
传承与保护的互动沙龙。在
访谈中，领导和专家们分别从
自身的经历与理解出发，畅谈
观点，并对水井坊一直以来对

“非遗”的重视，以及不遗余力
的保护和传承行为，表示了肯
定与支持。

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故
宫学”专家郑欣淼表示，“水井坊
博物馆作为遗址型博物馆，能将
水井街酒坊完整地传承六百年，
并且至今保持着活态发展，这样
的非遗保护是非常有胸怀和眼
光的。”这次对水井坊博物馆的
近距离接触让他十分惊艳，在他
看来，水井坊对文化遗产充满了
敬意。 青年报 王娟

“设计事情”
博览会在沪开幕

近日，由香港设计总会（FH-
KDA）及上海8号桥创意园主办
的“20……43香港设计事情”博
览会上海站揭幕。该展会由“创
意香港”赞助，旨在发扬人与城
市|设计与企业，以及两岸之间的
交流，从文化设计的角度呈现两
岸融合。

本站展览以时装为主题，
共展出21件展品。同时，博览
会以展览、论坛、创意导赏交
流团、工作坊等文化交流活动
串联，通过“创新”、“融合”、

“演绎”3 个主要概念展示出设
计 与 企 业 的 融 合 与 协 同 发
展。参展案例均包含出色的
见解和观点，有助于促进两岸
设计业与企业的深入交流与
发展。

该博览会已先後在 5 城市
举行，包括首站苏州及次站上
海，未来，将于8月至12月先后
在深圳、杭州和武汉展开，为期5
个月。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王娟

过去十年，恒大以超常规发
展赢得“规模之王”头衔，但盈利
能力始终低于规模增长的速
度。然而，最新的半年报显示，
恒大利润增速明显高于规模增
长，多项利润指标均领跑行业。

8 月 28 日，中国恒大发布
2017年度半年业绩，恒大上半年
营业额 1879.8 亿，总资产达
14930亿，现金余额2699亿，各
项规模指标均领跑行业，更值得
一提的是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231.3亿，负债率也降了近一半。

半年净利231亿
成“利润之王”

今年年初，许家印大刀阔
斧实施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转
型，恒大交出了一份史上最好
的半年报。数据显示，恒大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231.3亿，核心
业务利润273亿，归属股东利润
188.3亿，股东回报率51.8%，各
项利润指标均创上市以来的纪
录，并领跑国内龙头房企阵

营。恒大此前发布公告，预期
2017- 2019 年净利润分别约
243亿、308亿、337亿，三年累计
净利润为888亿。

一位房地产分析师表示，
恒大实现利润大增，一方面是
由于销售高增长带动营业收入
大增，大幅提升利润总额；另一
方面，该公司近两年持续打造
精品产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
值，并通过标准化运营大幅降
低了营销、管理、财务三大费
用，实现利润率提升。

体现在财务数据上，上半年
恒大毛利率达35.8%，较2016年
末大幅提高近三成，12.3%的净
利率更大幅提高近六成。与之
相对，上半年销售及管理费用率
同比大幅下降一半，平均融资成
本也明显下降，显示其“增效益、
控成本”措施已取得明显成效。

“三低一高”转型
成效明显

此前，恒大以高负债、高杠
杆、高周转、低成本的“三高一
低”发展模式，实现超常规发展

并赢得了市场，盈利能力大增，
但负债率也因此处于较高水
平。尤其是在资金密集型的房
地产行业增速放缓、国家大力去
杠杆的背景下，“三高一低”并非
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
恒大今年年初已开始向低负债、
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
一高”发展模式转变，核心就是
大幅提高盈利、降低负债率。

值得关注的是，恒大接下
来将通过三大措施，推动负债
率继续大幅下降。据悉，恒大

计划未来三年实施土地储备负
增长，即土地储备每年下降5%-
10%，行业内人士分析，适度缩
减土地储备有利于减少资金沉
淀，从而降低负债率增强现金
流。增加净资产是恒大降低负
债率的另一方式，据悉，恒大地
产正计划引入第三轮300-500
亿战略投资。恒大曾在上半年
成功引入两轮合共700亿战略
投资，并在两个月内迅速还清
1129亿永续债，资产负债率下
降至75.5%。

恒大“三低一高”发展模式领跑后规模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