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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盛大开幕 
  

10 月 9 日，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在南京开幕。本届设计

周由国家工信部指导，省经信委、省工业设计协会主办，南京

市经信委、无锡市经信委、常州市经信委、扬州市经信委、江

苏工业设计国际合作平台、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承办。设计周

活动还得到了江苏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地税

局、新闻出版局、统计局、知识产权局的大力支持。本届设计

周活动采取南京、常州、无锡、扬州四市联办的模式，通过获

奖发布、设计对接、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展示近年来江苏的

工业设计优秀成果，总结成功经验、促进交流合作、推进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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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届江苏省工业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和

大赛发布需求企业与参赛者现场签约仪式。第二届江苏省工业

设计大赛自启动以来，针对制造企业的定向需求设计，共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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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作品 361 件。经专家和企业评审，129 件作品入围，66 件

作品达成合作意向，其中的 31 件作品企业以购买知识产权、人

员聘用、合作开发等形式已与设计者正式签约，12 件作品分获

金银铜奖，19 件作品获优秀奖。南京市经信委等 18 家单位获大

赛组织奖。开幕式上，还举行了 2015 年度省工业设计“双十佳”

颁奖、“中国（江苏）工业设计服务中心”和江苏工业设计融合

发展平台的揭牌仪式。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江苏工业设

计优秀成果展和第二届江苏省工业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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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罗俊杰副巡视员、省政府王志忠副秘书

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经信委周毅彪副巡视员、省人社厅卞

朝宁副巡视员、省地方税务局陈筠副局长、省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曹玉梅副局长、省统计局伍祥巡视员、省知识产权局张春平

副局长、省工业设计协会包锦球副会长、中共南京市委徐宁常

委、南京市栖霞区政府邢正军区长，省发改委、经信委、教育

厅、知识产权局、版权局等部门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国内外工

业设计嘉宾，江苏各地经信部门分管领导，省工业设计协会专

家委员会成员，第二届江苏省工业设计大赛获奖代表、设计合

作签约单位和个人、2015 年度江苏省双十佳获奖代表，省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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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高校和设计园区代表，有关新闻媒体等共 200 余人

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以后，9 日下午还举行了“国际设计大师走进江

苏制造业”第三场活动，邀请来自中国、韩国、英国的 4 位设计

大师围绕工业设计和用户体验、服装与产品设计等话题展开探

讨。“国际设计大师走进江苏制造业”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为

全省制造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对接平台，促进全省制造企业国际

化、高端化发展，也推动了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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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红豆”亮点多—— 
“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走进无锡 

 

为加快工业设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进全省工业设计产

业化进程，10 月 10 日，由省经信委和省工业设计协会主办，无

锡市经信委、红豆集团联合承办的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无锡

分会场活动在无锡市红豆会议中心举行。无锡市政府副市长曹

佳中，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周毅彪，经济运行局局长管明、副局

长程旭，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包锦球、副会长兼秘书长董建

平，无锡市经信委副主任戴可为，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等参加

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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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红豆集团旗下的“深圳红豆穿戴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红豆穿戴智能）正式揭牌，有关专家围绕“可穿

戴产品发展趋势展望”“智慧红豆创新成果展示”“服装设计与品

牌创新”等主题作了精彩专题演讲，红豆集团推出的穿戴智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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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为全场的亮点。 

今年以来，红豆居家品牌项目，已申请专利 43 项；红豆轮

胎已申请专利 8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3 项，红豆集团累计专利

数突破 2000 项。 

红豆集团将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发展思

路，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工业设计产业化，为实现“千亿红豆、

美丽红豆、幸福红豆、智慧红豆”的目标而努力。在纺织服装、

橡胶轮胎、生物制药和房地产四个传统板块之外，红豆集团还

注重产融结合，在继续发展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基金管理公

司的基础上，努力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不断寻找海内外新业务，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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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助推中国制造 2025—— 
“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走进常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快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总体

要求，促进全省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常州市经信委联合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市工业设计协会承办了第二届江苏工业

设计周常州分会场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同创共赢，工业设计

助推中国制造 2025”。活动旨在展示常州市工业设计的整体水

平，彰显企业产品创新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全面宣传和进一

步普及工业设计理念，推动本地企业提升设计创新能力，加快

工业设计与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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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进行了中国（常州）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设计中

心和常州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揭牌、授牌仪式，并向常州首

批工业设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发放受聘书。举办了中德国际

工业设计论坛，来自德国的 TEAMS DESIGN 公司的设计师

Martin、国内工业设计专家杨明洁结合国际工业设计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成功做法为常州市 500 多位到会的企业代表和学生

作了专题演讲。与会人员参观了常州市产品设计创新服务中心。

该中心的建立，能为常州企业提供整体产品外观设计、数字建

模、三维逆向扫描、3D 快速成型、智能工厂等多项优质服务。 

今年以来，常州市把发展工业设计作为促进工业产品升级

换代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将为常州在未来 5-10 年推进

制造强市，建设智能制造名城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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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4 年底，常州共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 家，

省级工业设计示范园 1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1 家，省级工业

设计示范企业 15 家，初步形成了以武进工业设计园为代表的 

“东、西、南、北、中”五大特色工业设计产业集聚区。在刚刚

结束的第二届江苏省工业设计大赛中，常州大学王鹏等学生提

交的“绿影”沙滩清洁车获得金奖，常州卓奇提交的智能勘察路

灯获得铜奖，常州龙域等单位（个人）提交的 4 件作品获得优

秀奖。 

常州市政府副市长王成斌、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周毅彪、常

州市工业设计协会会长刘明新为大会致辞，省经信委经济运行

局局长管明、副局长程旭，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包锦球、副

会长兼秘书长董建平，常州市经信委主任蒋自平、副主任张志

强等领导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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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助力转型升级—— 
“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走进扬城 

 

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10 月

11 日，由省经信委和省工业设计协会主办，扬州市经信委、扬

州市广陵区政府联合承办的第二届江苏工业设计周扬州分会场

活动在扬州设计瑰谷成功举办。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周毅彪，经

济运行局局长管明、副局长程旭，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包锦

球、副会长兼秘书长董建平，扬州市经信委主任尤在晶、副主

任赵宽安，广陵区副区长王峰等参加扬州分会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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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旨在依托江苏工业设计周活动平台，展示扬州工

业设计整体水平、省区共建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面向全市企业深入宣传普及工业设计理念，推动本地企业提升

设计创新能力，加快工业设计与地方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本

地产业转型升级。 

活动期间，省区共建工业设计“产业化推进中心”、“人才交

流与培训中心”、“投融资中心”正式揭牌。同时，举行了“扬州工

业设计师联盟”成立仪式。组建设计师联盟，有利于整合国内外

设计人才资源，更好地服务支持工业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活动现场，在扬设计机构与相关企业进行设计项目进行交

流对接，江苏海客、睿诚设计、扬州大学等单位推介了工业设

计最新技术及成果产业化情况，长江重工、亮点科技、扬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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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乳业、五亭食品等企业发布设计需求。 

近年来，扬州市高度重视工业设计发展，以平台建设夯实

产业发展基础，以氛围营造提升产业发展意识，以政策扶持提

供产业发展保障，已连续三年举办了创新设计产业的国际性高

端峰会——世界绿色发展论坛。组织了近百次企业调研，梳理

了百余条工业设计课题，研究制定了针对工业设计企业发展、

人才招引、政府购买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扶持政策。今年，扬

州设计瑰谷被评为省工业设计示范园区。 

当前，扬州市正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平台、3D 打印服务平台、

快速成型平台、国际交流平台、产品展示平台、工业设计人才

培养与实训平台等 6 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针对产业特点，量

身定做适合当地发展的设计载体，提升园区载体、品牌及服务

能力，促进地方产业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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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江苏省工业设计“双十佳”获奖名单 
 

为了推广在工业设计创新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和突出成绩的

机构和个人的先进经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更好地服

务于全省经济健康发展，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于 2015 年 6 月正

式启动 2015 年年度“江苏省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江苏

省工业设计十佳推进人物”评选活动。经过评选组委会的初评和

终评，荣获 2015 年度“江苏省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 和“江

苏省工业设计十佳推进人物”的是： 

一.江苏省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 

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连云港神鹰碳纤维自行车有限责任公司 

3、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4、南通富美服饰有限公司 

5、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7、南京洛可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江苏鼎艺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9、江苏瀚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大丰创新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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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工业设计十佳推进人物 

1、袁洪胜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蹤雪梅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工业设计中心主任 

3、卢景同  常州龙域产品策划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4、徐小艳 江苏同天工业设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吴进礼  太仓灵狮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袁  静 品润艺术馆暨江苏品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馆长 

7、郁舒兰 南京林业大学家具与工业设计学院副院长 

8、庄国仕  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运行处主任科员 

9、鲍  静  无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济运行处副处长 

10、周  俊 盐城大丰区城东新区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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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15 年度会费的函 
 

各会员单位： 

为了保证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更好地

为会员单位服务，根据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

会通过的《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章程》以及《江苏省工业设计

协会财务管理及会费收支办法》，现将 2015 年会费收取事宜通

知如下： 

2015 年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会费收取标准为：副会长单位

每年 4000 元；常务理事单位每年 3000 元；理事单位每年 2000

元；普通团体会员每年 1000 元。 

请各会员单位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将会费汇至协会专用

账户，并在汇款备注栏中注明协会会费（协会开户行：中信银

行南京江苏路支行，协会账号：7321810182600080122）。 

汇款成功后，请把汇款单复印件传真至协会，协会收到款

项后及时开具由财政厅监制的“江苏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并

邮寄至各会员单位。 

江苏省工业设计协会秘书处 

2015 年 10 月 22 日 

联系人：江莉 

电话：025-83348991（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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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处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 285 号 

邮编：210003        电话（传真）：(025)83348991 

联系人：江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