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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名家具俱乐部工作报告

东莞名家具俱乐部第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各位（副）理事长、各位常务理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在白水寨召开协会第六届常务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共商协会发展。首先，我对大家的到来

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光匆匆，转眼间一年即将过去。

这一年来，我们俱乐部六届常务理事会团结一心、锐意

进取，在往届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坚持“服务会员”的

协会宗旨，“承匠心，创生态”，积极“走出去，请进来”，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就会员服务工作方面：

1、建立了秘书处专业服务团队。

俱乐部本届秘书处自组建以来，在麦秘书长的带领下，

工作积极、务实、仔细、认真，能够良好地完成协会的各类

组织、活动及日常事务，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为了更好地

服务会员，秘书处也经常拜访会员，深入会员企业，以了解

会员需求，加深协会与会员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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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展新会员 30 家。其中俱乐部新入会员 20 家，

他们分别是：1、东莞龙灏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刘文龙董事长，

2、东莞市红漫天家具有限公司 孙危危总经理，3、东莞市

兆邦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魏兆亭总经理，4、东莞众家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罗健辉常务副总经理， 5、广东日日顺名家

居有限公司 高凯昊董事长，6、深圳前海慧石睡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史磊总经理，7、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罗

启通总经理，8、东莞市银鸿家具有限公司 蒋金双董事长，

9、东莞市豪古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刁绍平总经理，10、佛山

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黄剑飞总经理，11、碧云

居家具有限公司 李灿荣执行总裁，12、佛山市顺德区今日

美家家具有限公司 吴永标董事长，13、佛山市紫鸾家具有

限公司 张苹董事长，14、佛山市百赛锦龙家具有限公司 巢

跃云总经理，15、佛山市福满千缘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樊劲

辉总经理，16、宁安市华翠实业有限公司 孙丛福总经理，

17.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潘连东董事长，18. 江西自

由家实业有限公司 郭桂平董事长，19. 上海嘉枫木业有限

公司兴化分公司 俞青苗董事长，20、江西华顺阳光家具有

限公司 吴奕顺总经理。

青年企业家委员会新入会员 8 家，分别是：1、 东莞市

名创家具有限公司 罗舒仁业务经理，2、东莞市东创家具有

限公司 叶广来总经理，3、贝贝家具有限公司 叶卓民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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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4、东莞市家普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祝儒荣品牌总顾问，

5、东莞市长旺家具有限公司 陈俊朗总经理，6、东莞市沙

田倍源家具有限公司 卢锦荣总经理，7、东莞恒生高分子科

技有限公司 卓玉娟总经理，8、佛山市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冯

志宏总经理。

名家具设计专业委员会新入会员 2 家，分别是：1、广

东大师兄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陈冬喜总经理，2. 深圳市奥克

拉家具设计有限公司 王治平总经理

2、升级协会网站、建立协会自媒体。

为了更好、更多地宣传会员企业，我们升级了俱乐部网

站，并已经于 10 月份上线。我们要将名家具俱乐部网办成

一个集行业资讯、会员企业、展会服务、渠道服务为一体的

专业化家具行业平台网站。网站涵盖行业热点、展会服务、

渠道招商、政策标准、会员服务、协会功能，等六大版块。

会员企业可以在网站注册后拥有自己的企业专属平台，发布

企业新闻和产品推荐信息，获取最新的家具行业资讯。

同时，我们推出了自媒体：名家具俱乐部微信公众平台，

即时发送协会相关信息及会员产品及市场信息，有力地扩大

了协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大家以后如有消息发布，请安排人员联系秘书处，通过

俱乐部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3、市场服务部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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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会员更好地开拓市场，俱乐部于年初成立了市

场服务部，组建了专业团队，深入市场，与全国大型连锁或

地方有影响力的家具家居商场建立良好关系，将会员企业的

产品分类别的推荐到各大商场，以帮助会员更好地拓展全渠

道。

在两届展会期间，俱乐部都组织了与中国家居诚信联盟

俱乐部的联谊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月份，俱乐部组织 30 家会员企业的考察团，前往浙江

及河南两地进行了共 5 天的行程， 走访了 2 个商场、3 个协

会、9 个企业，签订了 2 份战略合作协议。

5 月份，俱乐部组织 27 家会员企业的考察团，前往陕西

及湖北两地进行了共 5 天的行程走访了 3 个商场、1 个展会，

签订了 2 份战略合作协议。

9 月份，秘书处组团赴上海观展，走访会员企业虹桥展

共 14 家，浦东展共 32 家。另外展会期间参加多次活动，宣

传推广俱乐部。

10 月底到 11 月初，市场部进行了山西、河北、河南、

湖北、湖南（5 省 7 市）的市场走访，了解市场动态的同时

也传达了东莞名家具俱乐部所搭建的服务平台作用。

（二）就进一步发挥青企会和名设会方面的工作：

过去一年，青企会和名设会的各项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得到了更大的成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相继完成了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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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的换届工作，相信在两位新会长的带领下，青企会和名设

会的未来将更加精彩。

详细的工作报告由两位会长等下向大家汇报。

（三）就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方面：

1、我们更加注重名家具展平台建设，积极推动了两届名

家具展。平时，我们也积极宣传名家具展，也有不少企业通

过我们选择参展。

2、积极传递政府政策与行业规范。我们通过名家具官网

和微信自媒体，即时向会员传递相关的政策和信息。

3、积极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平台。为了让会员企业更

多地了解环保及税务政策，以指导我们的企业实践，我们分

别组织了与厚街镇环保局、国税局的座谈会，拉进了企业与

政府的距离，增强了互信。

同时，也举办了绿色清洁生产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

减排技术交流会、协助举办了首届中国家居制造大会、协助

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家居绿色供应链论坛。

4、积极与全国其它相关协会进行互动交流。在两次展

会期间，以及通过平时直接走出去，秘书处与全国其它省市

家具协会保持了紧密的交流、沟通，有效地链接了相关的行

业资源及企业资源。

5、党建工作。俱乐部党支部积极参加东莞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党委领导的党建工作，俱乐部党支部参加市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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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党委组织的三次党建工作培训班、新闻发言人培训

班、财务培训班等。俱乐部党支部还举行了“七一党建活动”。

以上等等工作的开展，有赖于我们所有常务理事会成员

的共同努力，正所谓“一人力小，众人力大”，在此，我对

大家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这一年多的实践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俱乐

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积极上进的团队，这也是俱乐部这么多

年来良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俱乐部大有未来的关键所

在。

俱乐部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当俱乐部需要筹资的时候，

大家总是积极相助。

为了建设会员共同的俱乐部新办公室，大家认筹捐款达

158 万。赞助单位如下：1.东莞市华辉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10

万元，2.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10 万元及功能椅一

张，3.东莞市时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0 万元，4.东莞市华

伟家具有限公司 10万元，5.东莞洋臣家具有限公司 10万元，

6.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价值 126670 元办公家具件

一批，7.新维思家具集团 5 万元及前台接待台一张，8.东莞

市城市之窗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9.东莞市楷模家居用品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5 万元，10.东莞万恒通实业有限公司 5

万元，11.东莞市长实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12.广东华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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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集团有限公司 5 万元，13.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元，

14.东莞市大志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15.东莞市厚街恒锋家

具博览中心 5 万元，16.东莞市美迪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

17.东莞市森盛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18.东莞市华美法罗家

具有限公司 5 万元，19.东莞市永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5 万

元，20.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21.东莞市华

胜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22.东莞市新千代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23.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24.东莞市石碣宝居乐

股份有限公司 5 万元，25.东莞市恒辉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

26.东莞市创域实业有限公司 3 万元，27.东莞市威扬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 3 万元，28.东莞市昱盛家具有限公司 3 万元，

29.东莞市中艺实业有限公司 2 万元，30.东莞市盈茂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 2 万元，31.东莞市广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地板

一批，32.东莞市华艺家具有限公司办公台一张，33.深圳市

欧友伟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洽谈桌 2 张、椅 6 张，34.东莞

市全线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办公室设计服务，35.东莞小

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密码锁 19 个。

为了帮助青企会更好地成长，大家又积极捐款达 100万，

赞助单位如下：1.东莞市华辉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10 万元，2.

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 10 万元，3.名家居世博园 10 万

元，4.东莞市时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0 万元，5.东莞市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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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轩家具有限公司 10 万元，6.东莞市长实家具有限公司 10

万元，7.东莞市万恒通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元，8.东莞

市森盛家具有限公司 8 万元，9.东莞市长旺家具有限公司 8

万元，10 湖北福茂香港国际家居产业园 6 万元，11.东莞市

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5 万元，12.东莞市厚街爱舒迪床具厂 3

万元，13.中国（广东）国际机械及材料展与讯通展览控股

有限公司赞助 100 万活动经费，用于支持青企会于 2018 年

中国（广东）国际机械及材料展期间，组织举办首届亚洲家

具青年企业家高峰论坛。

对以上捐款企业及老板的慈善之举，我代表俱乐部全体

成员再一次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上是2017年的工作总结，下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2018

年的主要工作计划。

（一）继续加强协会的会员服务工作：

1、更好地服务会员。用好俱乐部自媒体，多宣传会员

产品及信息。

2、更多地走进企业。俱乐部秘书处人虽然只几个人，

但人在精不在多，更要经常走进会员企业，与会员经常互动，

这有助于加深俱乐部与会员的感情，这之中，需要给予秘书

处职员一定限额的接待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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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多地走进市场。持续积极与全国主流卖场进行沟

通与交流，为会员企业争取更多的优惠和便利。这是俱乐部

市场服务部的职责所在，2018 年，将在宽度和深度方面再进

一步，以切实更多地帮助到会员。

（二）进一步发挥青企会和名设会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的青企会、名设会等专业委员会，大都是年轻人，

代表着企业的未来，也代表着俱乐部的未来。俱乐部会更大

力地支持它们的发展，协助它们开展各种活动，以担当更多

的协会研究与服务职能。

（三）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协会要更加注重名家具展平台建设，持续推动名家具展

打造成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国际大型展会，更好地为会员服

务。

同时，利用厚街的展贸优势，借助于名家居世博园、兴

业家居、恒锋家具等，为会员创造更多的展示和销售便利。

（四）其它一些事项：

1、关于破格提升会员的建议：

按照惯例，会员晋升，一般从理事开始，到常务理事，

再到副理事长等，这样做的优点是稳定、持续，总体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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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提供会员破格提升的机会。往往有一

些原有会员或者新会员，特别是青年企业家会员，锐意创新，

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机

会，可以破格提升到常务理事等行列中来，以参与到俱乐部

的运作中来，给俱乐部增加新鲜血液，壮大俱乐部，提升俱

乐部，最终发展俱乐部，以更好地服务会员。

2、关于充分利用俱乐部办公室为会员服务的建议：

俱乐部的办公室是会员大家的，我们可以将办公室的专

门区域设计成为新材料等的展示平台，开放给会员。我们可

以寻找、接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邀请他们在我们的

展示区域进行展示，如每月一至二次，召集会员前来进行参

观、互动；也可以使用会议室进行新材料、新技术的解说、

讨论等，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会员。

以上工作计划妥否，请大家给予建议及指导。其中涉及

到要举手表决的事项（第一项中的秘书处职员限额招待费、

关于破格提升、关于材料展示区），请大家提出意见。

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