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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行业发展趋势有哪些

金牌

装

饰

2019 年伊始，各大品牌年
入原石和原木，给家里增加了不少
会纷纷发布新年规划，家居行 “森林系”味道。从色彩到家具，要求
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未
越来越独特，如床的四周要有抽屉，
来行业的发展都会有哪些影响
衣柜选窄小一些且层次多的，甚至个
呢？专业人士认为，2019 年是
性壁纸等装潢材料也有特殊要求。
家居行业发展的重要一年，消
费需求已然发生了新变化，消费者首
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先考虑的是物美，然后才考虑价廉。
家居企业要及时进行科学调整，在帮
助主流消费人群提升家居生活品质
室内空气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
同时，争取更多发展机会。那么，家
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居家生活是否环
居行业又会出现哪些新的热点和新
保达标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记
的发展趋势呢？
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居企业向环保装
修转型乃大势所趋。发展绿色健康
产业是国家今后的政策导向，只有对
定制家具需求激增
行业发展具有前瞻性的企业，才能抓
住未来的绿色健康机会；不注重绿色
如何满足部分消费者的个性化及
健康发展的企业，未来只能是被绿色
品质生活需求，对于今天的家具企业
健康需求拒之门外。
来说正是发展的新契机。自《全屋定
在 去 年 下 半 年 的 第 42 届 中 国
制家居产品》行业标准正式实施后， （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上，红星美凯
对于家具、护墙板、门窗、吊顶、橱柜、 龙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发布了
卫浴、楼梯等家居定制产品做出相 《中国家居绿色环保竞争力白皮书》，
应规范要求，为消费者购买定制家
为行业践行绿色环保提供了参考。
具 提 供 了 规 范 。 据 业 内人士介绍： 在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副董事长车
“以 80、90 后为核心的消费者的消费
建芳看来，绿色环保是健康生活的最
需求在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
后防线，是家居行业所有品牌可持续
喜欢个性化的产品，对于产品的关注
发展的关键核心，也是社会绿色发展
已经从质量、环保等要素转为喜欢个
的重要任务。红星美凯龙希望通过
性化的产品。这对于很多以个性化为
白皮书的发布，让家居产业链上下游
诉求重点的企业来说，是一个绝好的
对家居绿色环保有更清晰的认识，进
发展机会。
”
一步增强绿色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
无论是“高大上”的别墅洋房，还
和使命感，
全面把握行业发展大势。
是实用精致的“蜗居”，年轻人越来越
家居行业作为资源消耗型行业，
愿意花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小天地。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环境，不仅要
从前期设计到后期装饰，很多企业也
依据自身特点走差异化、专业化发展
顺势打上了“私人定制”的标签。眼
道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
下日式、法式等定制类的家具越来越
响力，在专业领域内深耕细作、做专
受年轻人的追捧，还有的在家装中加
做精，更要顺应绿色发展战略进行企

张浦：

老小区改造见成效

业的提档升级。以最小的资源、能源
代价，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健康的
生活环境，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课题。因此，强化环保理念是行
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智能化家居加速发展
去 年 一 年 ，国 内 家 居 的 展 会 众
多，如上海橱柜展、华夏家博会等。
在这一系列的展会上，众多厂商推出
了智能插座、智能烤箱、智能吊扇、智
能家居系列套装。值得关注的是，一
些厂商推出的智能家电产品将智能
冰箱整合音乐、拍照监控、日历查看
等功能于一体，实现家电产品“物联
网”化；包括海信、创维、LG、海尔在
内的众多厂商推出了更智能更薄的
电视、更智能的冰箱和洗衣机等设
备。不少企业纷纷发力智能家居，让
业主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省
心省力。
一般来说，智能家居和互联网的
服务是密不可分的。有更多的企业
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下客流的导
入，最大程度地发挥互联网的集客作
用。同时，消费者对于智能产品体验
的需求也迫使企业开始线下的布
局。在产品智能化的同时，家居企业
运用互联网进行随时跟进的服务能
更好地提升用户的体验感。有专业
人士表示，在 2019 年，随着线上、线
下服务的需求加大，将有越来越多的
企业重视服务的导入，用服务驱动智
能产品的销售。这从传统的产品驱
动服务模式，彻底转换为服务驱动产
品的销售模式。
（据网易、齐家网等汇编）

舒适卧室 雅致安心
画 说样板房
卧室是家中的休憩空间，装修也要有自己的
格调。无论选择什么风格，最关键的是要自己喜
欢。流畅线条的家具、平整干净的地板和简洁的
装饰，就能组成一间舒适的卧室。
❶ 此款卧室稳重沉静，充满古典气息的空间被棕色的墙壁、深色木地板
和有序的装饰品所填充。电视机柜上的绿植在视觉上带来一种祥和，营造出
朦胧中的静谧美。

图为改造后的道路。
图为改造后的道路
。

图为设置的隔油池。
图为设置的隔油池
。
本报讯（记者 陈 庶）
“小区的沿街商业门店自从安装
了隔油池后，脏乱差的现象明显得到改善。”近日，记者再
次来到张浦银鹿新城小区时，
听到这里的居民对小区改造
的称赞。
据了解，银鹿新城是张浦今年列入改造的老小区之
一，原小区内主路路面低洼不平，雨污水管道损坏、堵塞，
并且未与外围市政管网接通，导致小区内积水严重；而沿
街商业产生的油污及杂质将管道堵塞导致油污外溢，
严重
影响小区环境及周边河流的整体环境，
并产生大量污水。
为了解决这些弊病，
施工单位在改造过程中对居民楼
屋前阳台污水、屋后卫生间及居民私接下水管道（厨房、卫
生间）产生的污水进行接管，还对小区主路重新铺设雨污
水主管并将原路面重新改造。另外，
在店面临近小区的位
置设置靠墙井，由靠墙井收集各个店面含有油烟的废水，
隔油处理后排入污水管道。
目前，银鹿新城小区改造成效已经显现，雨污合流的
问题基本解决，提升了小区居民生活环境，改善了小区周
边河道水质。

永绿物业：

尽力改善小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陈 庶）小区居住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业主的生活质量和心情。近期，
永绿物业尽心尽力在绿
地 21 新城打造优质的小区环境。
绿化方面，永绿物业对小区的绿化进行翻种，还对小
区的草坪、主干道两侧的树木、绿地进行整修，清除枯死
衰弱的杂草，对生长旺盛的枝叶进行适当的修剪造型。
此外，物业还在小区里及时通报绿化工作推进情况，积
极同业主进行面对面沟通，宣传打造小区宜居环境方面
的相关知识。
消防安保方面，永绿物业在小区集中保安力量，对各
幢、各单元、各楼层楼道进行排查，对楼道杂物乱堆放、电
动车违规停放以及私拉电线充电等违规现象进行不间断
的重点整治。对电动车违规停放楼道堵塞消防通道，
发现
一辆搬离一辆；对业主私拉电线充电进行劝导、制止。目
前，物业在小区多个点位设置了电动车充电桩，以解决小
区居民电动车充电问题。
在群租房整治上，物业进行排查、登记、上报，并先后
协同、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同时，物业
还把小区内涉及群租房的信息全部录入系统，
形成台账，
做
到及时更新，
确保数据完整、信息准确，
并根据实际情况配
合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调研、
整改。此外，
物业定期开展信息
发布、安防宣传等工作，定期上门走访租户，并对用火、用
电、
卫生等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适时组织隐患自查等。

杜绝三种行为
维护小区环境
❷ 这间卧室中，地面铺设了白色的木板，纹理呈直线型且具有古典韵
味，与整体的淡色系风格相搭配，展现现代设计与古典的碰撞之美。用白色
装饰卧室，增强空间明亮感。

❸ 卧室里安装了书架，颇具创意的设计打破了空间装饰的局限，书架下
设置了现代气息十足的书桌，时尚且充满个性化元素；卧室铺装淡色的地板，
再配上造型独特的灯饰，
整个空间体现出一种舒适感。

高空抛物、杂物占道……这看似个人小事，其实质反
映出的是个人道德素质，
同时也反映了整个城市的文明水
平。只有当每一个社区里的居民都和睦相处，
整个社会才
能和谐发展。在小区里，下面这些违规行为会产生危害，
作为业主切莫效仿。

■ 行为一：随意堆放和悬挂物品
现象：楼道内堆放着大缸、花盆、白菜、大葱等杂物；
底
层阳台下堆放着大葱、木板等杂物；底层阳台与阳台之间
无序存放着三轮车、自行车、废弃的广告牌等杂物；
阳台外
挂大葱和晾晒衣物等。
影响：一是视觉污染，
影响环境美观；
二是影响其他业
主出行，
堵塞防火通道；
三是制造了楼道内异味；
四是增加
了清洁工作的难度。

■ 行为二：空中抛物
现象：业主把袋装的垃圾直接从阳台往楼下抛和把脏
水或剩饭菜从阳台倒下来。
影响：一是容易伤人；
二是影响环境卫生质量，
易造成
二次污染；
三是有些空中抛物悬挂在树上，
难以清理，
影响
环境美观。

■ 行为三：对设施设备的破坏
❹ 卧室设计将休闲功能融入进来，
墙面打造了实木的大格框书架，
同时也
起到了装饰作用。本间卧室并没有采用床，而是采用了榻榻米作为卧榻。业
主既可用来睡觉，
也可在闲暇时泡上一杯茶坐在榻榻米上欣赏窗外的景色。

❺ 为了彰显书香门第的气氛，这款中式卧室用了大量的实木材质。床
稳重大方，背景墙镶嵌了水墨画，凸显了中式风格中特有的稳重大气。而阳
台处安放的竹子，
配合整体的家居风格，
让卧室充满古典韵味。

现象：对底层落水管的破坏；
对电子门的破坏；
对休闲
桌椅的破坏；
对健身器材的破坏；
对道板的破坏等。
影响：大大增加物业管理企业的维修养护费用；影响
了设备设施的正常使用寿命。
（《现代物业》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