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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工业设计产业

博览会10月在顺德举办

7 月 10 日，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广东工业设计

城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新

设计·新动能”中国

（广东 ）

工业设计

产业博览会(IDWE)将于 10 月 24-26

日在广东

（潭洲）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

周红石介绍，为期 3 天的中国

（广东）

工业设计产业博览会（IDWE），预计

吸纳超 10 万名观众到场参观。 总

体规模共计 3 大展馆 3 万平方米，

包括主题馆

（

6

号馆 ）

、 产业馆

（

7

号馆 ）

、体验馆

（

10

号馆 ）

。 其中，主

题馆将设置公共活动及形象区、国

际设计展区、 国内设计展区、“设

计+ ”展区等；产业馆将集中展示

泛家居设计企业、时尚文创设计企

业、新材料设计应用、设计产业园

等； 体验馆则设立活动展示专区，

供参展企业进行新品发布、 现场教

学、项目路演、特色表演等展示活动。

此外，原创设计专门卖场也将在体验

馆举行，并邀请国内外主要创意商品

平台、设计原创商品及企业参与。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

（广东）

国

际家用电器博览会（GIHE）的招展工

作已达 80%，广东家电品牌企业 70%

已报名参展，如美的，创维，海信，格

兰仕，万家乐，万和，TCL 等。 而中国

（广东）

工业设计产业博览会（IDWE）

将邀请 IDEO、 青蛙、Nendo、GK、洛

可可、尚品极致、东道、华新意创、木

马、凸凹、瑞德、飞鱼、浪尖、东方麦

田、宏翼等数十家国内外龙头设计企

业参展。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容桂街道举办2019年土地项目推介会

7 月 10 日， 容桂街道举办了

2019 年土地项目推介会，为容桂面

对未来新一轮巨大的发展空间和

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做好准备。

容桂有优越便利的区位和交

通优势，以及明显突出的产业和产

业链优势。 据了解，当天推介的项

目是容桂实现新一轮腾飞的空间

所在。 目前容桂城市建成率高达

70%，优质土地资源极为稀少。 当

天推介的 10 个地块项目， 既有工

业用地、也有商住用地，分布于容

桂的东南西北中各个片区，大部分

是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这一政府

“头号工程”和“三旧改造”拓展出

来的优质空间，是实现容桂新一轮

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未来容桂城市

和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在今后一

段时期内， 容桂将集中力量聚焦这

些项目的开发， 倾斜政策和资源、人

力和物力倾力打造，同步加紧完善市

政配套，力争将项目培育成为代表容

桂城市建设发展水平的精品工程，

推动容桂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

另外，容桂将持续深化“东望、

南联、西融 、北接 、中聚 ”发展战

略，正全力推进“四高四区”建设，打

造高规格中心城区新格局，坚持打赢

村级工业园改造头号工程，吸引企业

家投资落户容桂，以容桂为家。 容

桂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国兴表示，未

来的容桂，将展现出中心城区城

市 的 独 特 魅 力 ， 将 更 宜 业 、 宜

商 、宜 居、宜游 ，将是一片更具生

命活力的热土。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王国威

顺德前5月家具出口增长23.7%

7 月 9 日，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

具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票“户外家

具”， 在广东顺德口岸办结出口通关

手续， 据了解， 20 天后这些货物就

会进入美国的消费市场。 据佛山海

关驻顺德办事处统计， 今年 1-5 月，

顺德出口家具 37.8 亿元人民币， 同

比增长 23.7%。

一直以来“两家一花” 都是顺

德经济的名片， “两家一花” 即是

家电、 家具、 花卉， 顺德家具主要

销往美国、 欧盟、 墨西哥、 南非、

韩国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佛山

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深入调研家具行

业情况， 对接地方政府发展规划，

创新推动多项改革， 为顺德家具企

业走向世界提供助力。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货物在进口

国家或地区享受关税减免的法定凭

证 ， 在国际贸易中有“纸黄金 ”

的美誉 。 企业获得原产地证将会

在进口国享受关税减免的优惠 ，

提升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市

场占有率 。 目前， 企业备案 、 产

品预审、 原产地证书签发已经实

现全流程无纸化 ， 有 304 家家具

企业可获得政策红利 。 同时， 顺

德也是全国首批开展原产地证书

自主打印的试点， 在新的办理模式

下， 企业的签证办理时长只有以前

的一半。 而在 2019 年 1-6 月， 佛山

海关驻顺德办事处为家具企业签发

原产地证书货值达 3.25 亿元人民币。

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坚决落

实国务院“放管服 ” 工作部署 ，

对行政审批项目清单进行公示，

提供服务指南和政策宣讲 ， 针对

结合企业办理过程中的难点 ， 进

行有效的详细流程指引 。 此外 ，

还积极推进网上办理 ， 目前已经

实现出境竹木草制品生产加工企

业注册在内的 6 种行政许可项目

的网上办理， 今年 1-6 月， 平均每

件行政审批时间比去年压缩了 50%。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关顺

乘客遗失平板电脑

热心车长拾获归还

7 月 9 日上午，市民赵先生来到狮山

换乘中心站务室， 领回了自己丢失的平

板电脑，并不断地向拾获失物的 286A 线

车长王远桂表示感谢。

原来，7 月 8 日傍晚， 王远桂完成营

运任务后，对车厢进行检查时，发现车厢后

排座位上有一个乘客遗留下的背包，打开一

看，包内装有一台平板电脑、一个钱包。 于是

王远桂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主管车队长，在车

队长的指引下，将背包交到站务室保管，

待失主前来认领。

据赵先生回忆，当天晚上，他从南海

公安局乘坐 286A 线公交车到罗村医院

下车，由于要拿的行李太多，把装有价值

3000 元的平板电脑及钱包的背包遗留在

了车上，等他发现东西不见的时候，车子

已经走远了。后来得知，失物被王远桂拾

获并交至狮山换乘中心站务室保管着，

于是他立即赶往站务室咨询失物事宜。

经过身份核对后， 赵先生顺利地从

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平板电

脑，并为王车长送上一封感谢信。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文宏

朗原集团发布

年中5大新品

7 月 8 日， 佛山朗原集团举行了

2019 年新品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 5 款新

产品。在新品发布环节，朗原集团总经理

龙海勇和品牌总监赵俊涛通过新款产品

的所用型材、设计理念、功能参数等，先

后详细介绍了 5 款系列产品， 分别是卫

朗的“宸歌”、“观岚”、“恒元”、“暗香”，阿

铝郎的“波隆”。 据介绍，新产品最大亮点

一是将“新中式”的意境手法来设计产品

画面，二是赋予产品超高的定制可能性。

另一方面， 朗原选择在全国建材展

会期间推出 2019 年度最新成品，旨在以

产品为信号，补强销售端新品输出，保持

冲击全国铝艺加盟市场的旺盛势头。 而

在今年下半年， 朗原将继续以展会的形

式进行品牌升级与推广，通过参加 12 月

份广州设计周展等方式，让“产品”延伸

为“作品”，从而提高产品的文化消费比

重。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海关关员在对出口家具进行查验。 卢澄禧 摄

车站工作人员向赵先生归还平板电

脑等财物。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