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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举办

暨艾特奖浙江启动和《G+D》书籍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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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际空间大

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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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

际空间大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

幕，本届大会由《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联合艾特奖组委会、凤凰传媒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主办，中装美艺机构承办执行，活动得到了郡唐唐尚玉砖独家冠名赞助、灯华灯

具琪朗品牌、香港榕大木业的特别赞助支持。

活动现场的背景签到墙上，书画泰斗王冬龄老师亲笔题词“世界向东”大字刚劲有

力，预示着“世界向东”的步伐将不停的深化。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国际、国内设计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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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星如何装修 利豪云营销力量

钓鱼岛是中国的 装修经验分享赛

日本六口家蜗居 二次装修注意事项

家具保新小窍门 美女20万乡间别墅

网友最惠团购区 即时资讯 一周排行榜

装修案例 客厅 卧室 厨房

白鹭郡南-田园风格-跃层

户型：跃层预算：20万

设计师：杭州中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名城燕园-中式古典-二居

室户型：二居室预算：4.8万

设计师：良工装饰

预算15万元

预算7.7万元

预算8.5万元

预算6.8万元

预算5.5万元

装修返利 更多>>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7%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8%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10%

返利额度 13%

返利额度 10%

·石家庄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12月装修日记大赛 记录装修精彩瞬间

·搜房消费券来啦 8折超低圣象木门衣柜

·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帮你免费收房验房

·抢露水河家居橱柜 搜房消费券8折抄底

·1月1日搜房携手大自然床垫风暴，史上最低全场8折！折

·新大院免费收房验房开始啦！助您顺利收房！

·大自然床垫八城联动成都站！低至八折！

·红星美凯龙家居半价狂欢日！橱柜、卫浴、地板、家具

·九牧超值特价抢购：499花洒、599马桶（含配件）、99

华鼎君临天下城 2010379820-现代简

滨江区钱塘春晓-中式古典-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复地连城国际-日韩风格-二居室

TATA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立邦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图腾无印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安信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瑞嘉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法恩莎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索弗仑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美梦思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西蒙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高仪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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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装修店铺 更多>>

·杭州途途装饰有限公司 ·中冠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倡盛装饰公司（萧山- ·杭州市志强建筑防水堵漏

交流与对话，共同研讨新时期下“东方元素”重新诠释的契机，促进整个中国地区在国际

上的设计影响力，促进杭州设计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美誉度。这在杭州西湖被授予“世界文

化遗产”一周年之际，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坛活动吸引到了来自意大利、美国、台湾、香港、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的最顶

尖设计师参与，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调研处副处长赵自芳博士亲临现场。

下午1点整场活动依照：序曲、第一幕：西湖论道、第二幕：巅峰之战、第三幕：收

藏经典、第四幕：永恒记忆等环节拉开帷幕；论坛结束后，唐尚玉砖设计师晚宴第六幕：

世遗昆曲《牡丹亭》表演 七部分缓缓展开。

在下午1点时候，首先由来自台湾的花艺大师“陈月英”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花

艺表陈老师的花艺表演，陈老师的表演生动而充满中式典型韵味，为本届大会的场地布置

美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同时在广场上开展的2011年艾特奖获奖作品全国巡回展览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国际设计大奖得主的风采。

台湾花艺大师陈月英教授花艺表演

国际空间艾特奖浙江巡展

下午2点，在杭州电视台当家主持人钱菁的主持下，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各位论坛嘉

产品评测 更多>>

测评：摩恩恒温雨淋花洒套装 和谐温馨的享用..

联邦家私一品柚“国色”实木床 牡丹花开雍容..

诺贝尔晶玉系列微晶R80362磁砖 肆意彰显个人..

测评：CA才子系列集成实木门 引领木门怀旧风

海尔水晶系列滚筒洗衣机 贵买便宜用的好机子

用心智造 摩恩motion sense缔造品质生活

热点专题 更多>>

寻找杭州好建材好家装 我的家装我做主

合作推荐

个人精选出租房源 更多>>

十一最优惠建材

杭州搜房家居新闻集锦总第02期

2012年愚人节家居

奥运中的二三事 随奥运学欧式家装

夏日清凉家饰--盛夏潮流家装全攻略

新手网上开店全程指导  crocs特卖1折30元

广州购物网品牌正品2折优惠  最便宜的装修公司黄页

复制黏贴得奖 现金豪礼不停  设计制作玻璃阳光房

供热节能经验高峰会沈阳召开  北京维特美式家具厂

潮人玩转定制家具全攻略  1万5买3房2厅全屋家具

3分钟KO专业理财师  通州时空网—国际新城门户

找工长，就找乐家工长俱乐部  生活维修信息查询

花5万 漂亮小屋自己造  看看男人独具品味的生活

中装协室内设计师培训部  中国生活网官方门户网站

采购期刊 智慧大成  索博智能进驻上海金领国际

智能建筑暨华东论坛  家庭装修招标网提供个人监理

地板界常用销售黑幕  装饰装修网 装修信息专业平台

武房网视频门户 买房更轻松  购物零风险 省钱到爱家

室内门招商网  家居装修花钱受累 总结经验谈后悔

暖立方舒适家居网  瓷砖行业门户网站  中国建设网

租房买房yes515房屋网  昌平社区网我的生活我的家

品红木古典家具网  万套实景装修图  中国家居卖场网

2万元如何装修成20万的效果  专业SEO优化大师500起

智能家居行业综合性门户  中国式房地产5大炒房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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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毅立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

·杭州雅楠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松商空调销售有限公

司

·杭州雅楠装饰装修公司

·杭州鼎久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宏望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萧山分公司产品报价 更多>>

厨房 卫浴 瓷砖 地板 采暖 开关

照明 窗帘 吊顶 家饰 家纺 五金

家具 涂料 壁纸 门 家电 基材

商城月度热销排行榜

排行 商品 商城价

1 TCL-罗格朗美仑山系列 五孔插座

VRS426/10USL

￥5.95

已售：154184件

2 西门子开关插座面板 远景系列 10A五

孔插座5UB0106-1CC1(带保护门插座)

雅白

￥8.96

3 施耐德开关插座面板 经典 如意系列

10A五孔插座 带保护门 雅白

￥8.68

4 超优惠 led筒灯 2.5寸全套节能灯 过

道吊顶筒灯 客厅背景灯具

￥14.6

5 国际品牌 ABB开关插座面板 德韵直边

系列 一开10A五孔插座 白

￥22.78

6 雷士照明NNL-S18/-A黄光灯带 三线

(每米) 暖黄色

￥19.9

7 多乐士 色浆 专拍链接 ￥10

8 欧普照明 电工开关 插座 致美P08系

列 一开五孔插座

￥19.8

9 3528 60珠高亮正白LED灯条特价16.8

元/米满300包邮

￥16.8

10 皇姿卫浴 新一代厨房置物架 太空铝

厨房挂件 60cm全网最便宜

￥66

宾领导逐个登场与大家见面。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处长、赵自芳博士；

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

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

浙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

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先生；

中装美艺总裁、主编严建中先生；

独家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先生、副总经理钱满红先生；

特约赞助商杭州邓华灯饰总经理沈华军先生和香港榕大木业总经理金赏月女士；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各位嘉宾的到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设计机构、设计大师和优秀材料机构的代表们

大力欢迎。论坛首先由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向各位致欢迎词

并由中国美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宣布论坛启幕。

皇朝家私 华日 国安佳美 红苹果 东方百盛 意风 标致

曲美 依诺维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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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致欢迎辞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致开幕辞

首先进行的第一幕：西湖论道—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中，第一个环节由台湾的

设计大师、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做了题为

“关于中式元素现代运用”的主题演讲，台下的设计师朋友真正感受到了台湾设计师在保

持中华传统风格元素所作出的贡献。

论坛的第二部分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始

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作了题为“关于东方文化的理解”的主题演

讲，让我们了解到全世界在研讨，论述、利用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上的西方人的独到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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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第三部分由谭精忠先生携同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

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

英Amy教授进行“世界向东”主题互动研讨环节，台下的杭州设计师争先恐后纷纷向大师

提问、交流。

整场论坛进行精彩纷呈，向我们杭州的设计师提供了一道可口的丰富精神宴会。同时

作为本届大会的主要主办单位《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总部位于中国美院内的，是全国优

秀设计师的大本营和行业中顶尖优秀设计师联盟组织，俱乐部坚持以设计师为服务中心，

始终保持协会机构秉承的公益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原则，为广大设计师朋友服务为原则，

论坛中俱乐部分别向到会的嘉宾、领导发出《荣誉会长》的邀请。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在俱乐部发起人严建中先生的邀请下，来自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

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浙

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

祥先生六位大师、嘉宾均欣然接受了俱乐部创世人严建中先生的赠牌。这标志着公益的

《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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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精忠先生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罗宝珍女士 

 赵庆祥先生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

第二个环节是第二幕：巅峰之站—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启幕。在播放完国际空间

大奖“艾特奖”恢宏的视频短片以后，从深圳远道赶来出席大会的中华室内设计师网总

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和本次大会的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更

做了精彩演讲，赵总在表达感谢之意之后，衷心的向与会的设计师朋友发出了2012国际空

间艾特奖参赛的邀请，相信艾特奖2012年在浙江的发展会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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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第三幕：收藏经典--《G+D》系列书籍首发仪式也精彩纷呈，由本次大会主策划严建

中先生主编的《G+D》书籍也在本次大会中顺利首发成功，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和本书的主编、中装美艺总裁严建中先生分别致词并为书籍揭

幕。

石莹女士

石莹女士表示《G+D别墅空间》的面世，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几大特色：1 、成书速

度非常快。2 、稿件质量非常高。3、设计师的参与热情非常高。而严建中先生更是再次

感谢与会嘉宾对我们“世界向东”大会和我们《G+D》以及艾特奖的支持，并希望《G+D》

第三册和即将于8月份推出《东方禅韵》得到大家的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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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建中先生

《G+D》揭晓

同时谭精忠先生、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陈月英Amy教授、童雁汝南博士纷纷为《G+D》书籍和“世界向

东”大会寄语，期望书籍和大会能得到非常好的发展。

谭精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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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童雁汝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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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第四幕：永恒记忆—剪彩仪式

第一喜： “世界向东”国际大师论坛今天正式起航

第二喜：国际空间艾特奖最重要一站巡展在杭州启动

第三喜：设计师自己的书籍《G+D》第一册正式发行

第四喜：唐尚玉砖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杭州

大会有请重量级嘉宾和主办方共同为大会剪彩，一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永恒记忆。

剪彩嘉宾左起为：严建中先生、童雁汝南博士、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

教授、赵庆祥先生、谭精忠先生、穆拉德博士、李兵先生。

下午六点，整个论坛在众人的恋恋不舍下落下帷幕，大家约定2013年再次相会在西子

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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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游园>

 

<牡丹亭.惊梦>

而随后进行的“郡唐唐尚玉砖设计师之夜晚宴”开始后的由苏州昆曲团表演的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牡丹亭》，更加美轮美奂，最终把“世界向东”的主题定格在西湖之

畔。

——本次大会相关信息——

支持单位：杭州市文化创意办公室

主办单位：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 IDEA-TOPS国际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组委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

行业指导：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

执行单位：中装美艺机构          

艺术指导： 杭州西湖当代美术馆 雁南艺术机构       

花艺指导：普洛蒂亚花艺中心 台湾国际花艺大师陈月英

独家品牌赞助：郡唐·唐尚玉石     

特约品牌赞助：灯华·琪朗灯具     RONGDA榕大木业     李金秋布艺工作室    佰瑞

视听    海业传媒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1/13home.hz.soufun.com/news/2012-07-09/8054093_all.htm

搜房网 > 家居 > 家居快讯 > 正文 搜索: 输入关键字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举办

暨艾特奖浙江启动和《G+D》书籍首发

http://www.soufun.com 房地产门户-搜房网 2012年07月09日 13:44 搜房家居网  我要评论

　　 [提要]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际空间大

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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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

际空间大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

幕，本届大会由《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联合艾特奖组委会、凤凰传媒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主办，中装美艺机构承办执行，活动得到了郡唐唐尚玉砖独家冠名赞助、灯华灯

具琪朗品牌、香港榕大木业的特别赞助支持。

活动现场的背景签到墙上，书画泰斗王冬龄老师亲笔题词“世界向东”大字刚劲有

力，预示着“世界向东”的步伐将不停的深化。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国际、国内设计大师的

首 页│家居快讯│装修案例│装修图库│设计师│家居商城│家居卖场│建材家具 陶瓷 卫浴 地板 厨房 家具 门窗 衣柜│家居博客│装修大学│装修日记│装修论坛

看明星如何装修 利豪云营销力量

钓鱼岛是中国的 装修经验分享赛

日本六口家蜗居 二次装修注意事项

家具保新小窍门 美女20万乡间别墅

网友最惠团购区 即时资讯 一周排行榜

装修案例 客厅 卧室 厨房

白鹭郡南-田园风格-跃层

户型：跃层预算：20万

设计师：杭州中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名城燕园-中式古典-二居

室户型：二居室预算：4.8万

设计师：良工装饰

预算15万元

预算7.7万元

预算8.5万元

预算6.8万元

预算5.5万元

装修返利 更多>>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7%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8%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10%

返利额度 13%

返利额度 10%

·石家庄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12月装修日记大赛 记录装修精彩瞬间

·搜房消费券来啦 8折超低圣象木门衣柜

·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帮你免费收房验房

·抢露水河家居橱柜 搜房消费券8折抄底

·1月1日搜房携手大自然床垫风暴，史上最低全场8折！折

·新大院免费收房验房开始啦！助您顺利收房！

·大自然床垫八城联动成都站！低至八折！

·红星美凯龙家居半价狂欢日！橱柜、卫浴、地板、家具

·九牧超值特价抢购：499花洒、599马桶（含配件）、99

华鼎君临天下城 2010379820-现代简

滨江区钱塘春晓-中式古典-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复地连城国际-日韩风格-二居室

TATA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立邦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图腾无印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安信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瑞嘉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法恩莎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索弗仑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美梦思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西蒙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高仪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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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装修店铺 更多>>

·杭州途途装饰有限公司 ·中冠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倡盛装饰公司（萧山- ·杭州市志强建筑防水堵漏

交流与对话，共同研讨新时期下“东方元素”重新诠释的契机，促进整个中国地区在国际

上的设计影响力，促进杭州设计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美誉度。这在杭州西湖被授予“世界文

化遗产”一周年之际，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坛活动吸引到了来自意大利、美国、台湾、香港、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的最顶

尖设计师参与，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调研处副处长赵自芳博士亲临现场。

下午1点整场活动依照：序曲、第一幕：西湖论道、第二幕：巅峰之战、第三幕：收

藏经典、第四幕：永恒记忆等环节拉开帷幕；论坛结束后，唐尚玉砖设计师晚宴第六幕：

世遗昆曲《牡丹亭》表演 七部分缓缓展开。

在下午1点时候，首先由来自台湾的花艺大师“陈月英”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花

艺表陈老师的花艺表演，陈老师的表演生动而充满中式典型韵味，为本届大会的场地布置

美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同时在广场上开展的2011年艾特奖获奖作品全国巡回展览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国际设计大奖得主的风采。

台湾花艺大师陈月英教授花艺表演

国际空间艾特奖浙江巡展

下午2点，在杭州电视台当家主持人钱菁的主持下，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各位论坛嘉

产品评测 更多>>

测评：摩恩恒温雨淋花洒套装 和谐温馨的享用..

联邦家私一品柚“国色”实木床 牡丹花开雍容..

诺贝尔晶玉系列微晶R80362磁砖 肆意彰显个人..

测评：CA才子系列集成实木门 引领木门怀旧风

海尔水晶系列滚筒洗衣机 贵买便宜用的好机子

用心智造 摩恩motion sense缔造品质生活

热点专题 更多>>

寻找杭州好建材好家装 我的家装我做主

合作推荐

个人精选出租房源 更多>>

十一最优惠建材

杭州搜房家居新闻集锦总第02期

2012年愚人节家居

奥运中的二三事 随奥运学欧式家装

夏日清凉家饰--盛夏潮流家装全攻略

新手网上开店全程指导  crocs特卖1折30元

广州购物网品牌正品2折优惠  最便宜的装修公司黄页

复制黏贴得奖 现金豪礼不停  设计制作玻璃阳光房

供热节能经验高峰会沈阳召开  北京维特美式家具厂

潮人玩转定制家具全攻略  1万5买3房2厅全屋家具

3分钟KO专业理财师  通州时空网—国际新城门户

找工长，就找乐家工长俱乐部  生活维修信息查询

花5万 漂亮小屋自己造  看看男人独具品味的生活

中装协室内设计师培训部  中国生活网官方门户网站

采购期刊 智慧大成  索博智能进驻上海金领国际

智能建筑暨华东论坛  家庭装修招标网提供个人监理

地板界常用销售黑幕  装饰装修网 装修信息专业平台

武房网视频门户 买房更轻松  购物零风险 省钱到爱家

室内门招商网  家居装修花钱受累 总结经验谈后悔

暖立方舒适家居网  瓷砖行业门户网站  中国建设网

租房买房yes515房屋网  昌平社区网我的生活我的家

品红木古典家具网  万套实景装修图  中国家居卖场网

2万元如何装修成20万的效果  专业SEO优化大师500起

智能家居行业综合性门户  中国式房地产5大炒房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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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毅立装饰设计工程有 ·杭州雅楠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松商空调销售有限公 ·杭州雅楠装饰装修公司

·杭州鼎久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宏望装饰工程有限公

产品报价 更多>>

厨房 卫浴 瓷砖 地板 采暖 开关

照明 窗帘 吊顶 家饰 家纺 五金

家具 涂料 壁纸 门 家电 基材

商城月度热销排行榜

排行 商品 商城价

1 TCL-罗格朗美仑山系列 五孔插座

VRS426/10USL

￥5.95

已售：154184件

2 西门子开关插座面板 远景系列 10A五 ￥8.96

3 施耐德开关插座面板 经典 如意系列 ￥8.68

4 超优惠 led筒灯 2.5寸全套节能灯 过 ￥14.6

5 国际品牌 ABB开关插座面板 德韵直边 ￥22.78

6 雷士照明NNL-S18/-A黄光灯带 三线 ￥19.9

7 多乐士 色浆 专拍链接 ￥10

8 欧普照明 电工开关 插座 致美P08系 ￥19.8

9 3528 60珠高亮正白LED灯条特价16.8 ￥16.8

10 皇姿卫浴 新一代厨房置物架 太空铝 ￥66

宾领导逐个登场与大家见面。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处长、赵自芳博士；

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

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

浙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

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先生；

中装美艺总裁、主编严建中先生；

独家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先生、副总经理钱满红先生；

特约赞助商杭州邓华灯饰总经理沈华军先生和香港榕大木业总经理金赏月女士；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各位嘉宾的到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设计机构、设计大师和优秀材料机构的代表们

大力欢迎。论坛首先由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向各位致欢迎词

并由中国美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宣布论坛启幕。

皇朝家私 华日 国安佳美 红苹果 东方百盛 意风 标致

曲美 依诺维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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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致欢迎辞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致开幕辞

首先进行的第一幕：西湖论道—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中，第一个环节由台湾的

设计大师、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做了题为

“关于中式元素现代运用”的主题演讲，台下的设计师朋友真正感受到了台湾设计师在保

持中华传统风格元素所作出的贡献。

论坛的第二部分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始

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作了题为“关于东方文化的理解”的主题演

讲，让我们了解到全世界在研讨，论述、利用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上的西方人的独到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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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第三部分由谭精忠先生携同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

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

英Amy教授进行“世界向东”主题互动研讨环节，台下的杭州设计师争先恐后纷纷向大师

提问、交流。

整场论坛进行精彩纷呈，向我们杭州的设计师提供了一道可口的丰富精神宴会。同时

作为本届大会的主要主办单位《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总部位于中国美院内的，是全国优

秀设计师的大本营和行业中顶尖优秀设计师联盟组织，俱乐部坚持以设计师为服务中心，

始终保持协会机构秉承的公益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原则，为广大设计师朋友服务为原则，

论坛中俱乐部分别向到会的嘉宾、领导发出《荣誉会长》的邀请。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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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在俱乐部发起人严建中先生的邀请下，来自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

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浙

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

祥先生六位大师、嘉宾均欣然接受了俱乐部创世人严建中先生的赠牌。这标志着公益的

《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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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精忠先生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罗宝珍女士 

 赵庆祥先生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

第二个环节是第二幕：巅峰之站—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启幕。在播放完国际空间

大奖“艾特奖”恢宏的视频短片以后，从深圳远道赶来出席大会的中华室内设计师网总

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和本次大会的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更

做了精彩演讲，赵总在表达感谢之意之后，衷心的向与会的设计师朋友发出了2012国际空

间艾特奖参赛的邀请，相信艾特奖2012年在浙江的发展会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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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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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第三幕：收藏经典--《G+D》系列书籍首发仪式也精彩纷呈，由本次大会主策划严建

中先生主编的《G+D》书籍也在本次大会中顺利首发成功，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和本书的主编、中装美艺总裁严建中先生分别致词并为书籍揭

幕。

石莹女士

石莹女士表示《G+D别墅空间》的面世，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几大特色：1 、成书速

度非常快。2 、稿件质量非常高。3、设计师的参与热情非常高。而严建中先生更是再次

感谢与会嘉宾对我们“世界向东”大会和我们《G+D》以及艾特奖的支持，并希望《G+D》

第三册和即将于8月份推出《东方禅韵》得到大家的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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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建中先生

《G+D》揭晓

同时谭精忠先生、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陈月英Amy教授、童雁汝南博士纷纷为《G+D》书籍和“世界向

东”大会寄语，期望书籍和大会能得到非常好的发展。

谭精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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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童雁汝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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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第四幕：永恒记忆—剪彩仪式

第一喜： “世界向东”国际大师论坛今天正式起航

第二喜：国际空间艾特奖最重要一站巡展在杭州启动

第三喜：设计师自己的书籍《G+D》第一册正式发行

第四喜：唐尚玉砖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杭州

大会有请重量级嘉宾和主办方共同为大会剪彩，一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永恒记忆。

剪彩嘉宾左起为：严建中先生、童雁汝南博士、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

教授、赵庆祥先生、谭精忠先生、穆拉德博士、李兵先生。

下午六点，整个论坛在众人的恋恋不舍下落下帷幕，大家约定2013年再次相会在西子

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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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游园>

<牡丹亭.惊梦>

而随后进行的“郡唐唐尚玉砖设计师之夜晚宴”开始后的由苏州昆曲团表演的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牡丹亭》，更加美轮美奂，最终把“世界向东”的主题定格在西湖之

畔。

——本次大会相关信息——

支持单位：杭州市文化创意办公室

主办单位：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 IDEA-TOPS国际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组委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

行业指导：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

执行单位：中装美艺机构          

艺术指导： 杭州西湖当代美术馆 雁南艺术机构       

花艺指导：普洛蒂亚花艺中心 台湾国际花艺大师陈月英

独家品牌赞助：郡唐·唐尚玉石     

特约品牌赞助：灯华·琪朗灯具     RONGDA榕大木业     李金秋布艺工作室    佰瑞

视听    海业传媒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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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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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举办

暨艾特奖浙江启动和《G+D》书籍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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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际空间大

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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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支持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暨国

际空间大奖浙江站启动和《G+D》首发仪式与7月5日在杭州顶尖会所“江南会”隆重启

幕，本届大会由《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联合艾特奖组委会、凤凰传媒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主办，中装美艺机构承办执行，活动得到了郡唐唐尚玉砖独家冠名赞助、灯华灯

具琪朗品牌、香港榕大木业的特别赞助支持。

活动现场的背景签到墙上，书画泰斗王冬龄老师亲笔题词“世界向东”大字刚劲有

力，预示着“世界向东”的步伐将不停的深化。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国际、国内设计大师的

首 页│家居快讯│装修案例│装修图库│设计师│家居商城│家居卖场│建材家具 陶瓷 卫浴 地板 厨房 家具 门窗 衣柜│家居博客│装修大学│装修日记│装修论坛

看明星如何装修 利豪云营销力量

钓鱼岛是中国的 装修经验分享赛

日本六口家蜗居 二次装修注意事项

家具保新小窍门 美女20万乡间别墅

网友最惠团购区 即时资讯 一周排行榜

装修案例 客厅 卧室 厨房

白鹭郡南-田园风格-跃层

户型：跃层预算：20万

设计师：杭州中博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名城燕园-中式古典-二居

室户型：二居室预算：4.8万

设计师：良工装饰

预算15万元

预算7.7万元

预算8.5万元

预算6.8万元

预算5.5万元

装修返利 更多>>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7%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8%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15%

返利额度 5%

返利额度 10%

返利额度 13%

返利额度 10%

·石家庄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12月装修日记大赛 记录装修精彩瞬间

·搜房消费券来啦 8折超低圣象木门衣柜

·搜房装修者俱乐部 帮你免费收房验房

·抢露水河家居橱柜 搜房消费券8折抄底

·1月1日搜房携手大自然床垫风暴，史上最低全场8折！折

·新大院免费收房验房开始啦！助您顺利收房！

·大自然床垫八城联动成都站！低至八折！

·红星美凯龙家居半价狂欢日！橱柜、卫浴、地板、家具

·九牧超值特价抢购：499花洒、599马桶（含配件）、99

华鼎君临天下城 2010379820-现代简

滨江区钱塘春晓-中式古典-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滨江区温馨人家-混合型风格-三居室

复地连城国际-日韩风格-二居室

TATA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立邦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图腾无印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安信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瑞嘉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法恩莎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索弗仑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美梦思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西蒙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高仪全线产品折后再返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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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装修店铺 更多>>

·杭州途途装饰有限公司 ·中冠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倡盛装饰公司（萧山- ·杭州市志强建筑防水堵漏

交流与对话，共同研讨新时期下“东方元素”重新诠释的契机，促进整个中国地区在国际

上的设计影响力，促进杭州设计的健康发展和城市美誉度。这在杭州西湖被授予“世界文

化遗产”一周年之际，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坛活动吸引到了来自意大利、美国、台湾、香港、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的最顶

尖设计师参与，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调研处副处长赵自芳博士亲临现场。

下午1点整场活动依照：序曲、第一幕：西湖论道、第二幕：巅峰之战、第三幕：收

藏经典、第四幕：永恒记忆等环节拉开帷幕；论坛结束后，唐尚玉砖设计师晚宴第六幕：

世遗昆曲《牡丹亭》表演 七部分缓缓展开。

在下午1点时候，首先由来自台湾的花艺大师“陈月英”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花

艺表陈老师的花艺表演，陈老师的表演生动而充满中式典型韵味，为本届大会的场地布置

美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同时在广场上开展的2011年艾特奖获奖作品全国巡回展览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国际设计大奖得主的风采。

台湾花艺大师陈月英教授花艺表演

国际空间艾特奖浙江巡展

下午2点，在杭州电视台当家主持人钱菁的主持下，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各位论坛嘉

产品评测 更多>>

测评：摩恩恒温雨淋花洒套装 和谐温馨的享用..

联邦家私一品柚“国色”实木床 牡丹花开雍容..

诺贝尔晶玉系列微晶R80362磁砖 肆意彰显个人..

测评：CA才子系列集成实木门 引领木门怀旧风

海尔水晶系列滚筒洗衣机 贵买便宜用的好机子

用心智造 摩恩motion sense缔造品质生活

热点专题 更多>>

寻找杭州好建材好家装 我的家装我做主

合作推荐

个人精选出租房源 更多>>

十一最优惠建材

杭州搜房家居新闻集锦总第02期

2012年愚人节家居

奥运中的二三事 随奥运学欧式家装

夏日清凉家饰--盛夏潮流家装全攻略

新手网上开店全程指导  crocs特卖1折30元

广州购物网品牌正品2折优惠  最便宜的装修公司黄页

复制黏贴得奖 现金豪礼不停  设计制作玻璃阳光房

供热节能经验高峰会沈阳召开  北京维特美式家具厂

潮人玩转定制家具全攻略  1万5买3房2厅全屋家具

3分钟KO专业理财师  通州时空网—国际新城门户

找工长，就找乐家工长俱乐部  生活维修信息查询

花5万 漂亮小屋自己造  看看男人独具品味的生活

中装协室内设计师培训部  中国生活网官方门户网站

采购期刊 智慧大成  索博智能进驻上海金领国际

智能建筑暨华东论坛  家庭装修招标网提供个人监理

地板界常用销售黑幕  装饰装修网 装修信息专业平台

武房网视频门户 买房更轻松  购物零风险 省钱到爱家

室内门招商网  家居装修花钱受累 总结经验谈后悔

暖立方舒适家居网  瓷砖行业门户网站  中国建设网

租房买房yes515房屋网  昌平社区网我的生活我的家

品红木古典家具网  万套实景装修图  中国家居卖场网

2万元如何装修成20万的效果  专业SEO优化大师500起

智能家居行业综合性门户  中国式房地产5大炒房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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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毅立装饰设计工程有 ·杭州雅楠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松商空调销售有限公 ·杭州雅楠装饰装修公司

·杭州鼎久装饰有限公司 ·杭州宏望装饰工程有限公

产品报价 更多>>

厨房 卫浴 瓷砖 地板 采暖 开关

照明 窗帘 吊顶 家饰 家纺 五金

家具 涂料 壁纸 门 家电 基材

商城月度热销排行榜

排行 商品 商城价

1 TCL-罗格朗美仑山系列 五孔插座

VRS426/10USL

￥5.95

已售：154184件

2 西门子开关插座面板 远景系列 10A五 ￥8.96

3 施耐德开关插座面板 经典 如意系列 ￥8.68

4 超优惠 led筒灯 2.5寸全套节能灯 过 ￥14.6

5 国际品牌 ABB开关插座面板 德韵直边 ￥22.78

6 雷士照明NNL-S18/-A黄光灯带 三线 ￥19.9

7 多乐士 色浆 专拍链接 ￥10

8 欧普照明 电工开关 插座 致美P08系 ￥19.8

9 3528 60珠高亮正白LED灯条特价16.8 ￥16.8

10 皇姿卫浴 新一代厨房置物架 太空铝 ￥66

宾领导逐个登场与大家见面。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处长、赵自芳博士；

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

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

浙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

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先生；

中装美艺总裁、主编严建中先生；

独家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先生、副总经理钱满红先生；

特约赞助商杭州邓华灯饰总经理沈华军先生和香港榕大木业总经理金赏月女士；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各位嘉宾的到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设计机构、设计大师和优秀材料机构的代表们

大力欢迎。论坛首先由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向各位致欢迎词

并由中国美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宣布论坛启幕。

皇朝家私 华日 国安佳美 红苹果 东方百盛 意风 标致

曲美 依诺维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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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致欢迎辞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会长童雁汝南博士致开幕辞

首先进行的第一幕：西湖论道—国际设计大师西湖高峰论坛中，第一个环节由台湾的

设计大师、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做了题为

“关于中式元素现代运用”的主题演讲，台下的设计师朋友真正感受到了台湾设计师在保

持中华传统风格元素所作出的贡献。

论坛的第二部分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始

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作了题为“关于东方文化的理解”的主题演

讲，让我们了解到全世界在研讨，论述、利用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上的西方人的独到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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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第三部分由谭精忠先生携同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

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

英Amy教授进行“世界向东”主题互动研讨环节，台下的杭州设计师争先恐后纷纷向大师

提问、交流。

整场论坛进行精彩纷呈，向我们杭州的设计师提供了一道可口的丰富精神宴会。同时

作为本届大会的主要主办单位《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总部位于中国美院内的，是全国优

秀设计师的大本营和行业中顶尖优秀设计师联盟组织，俱乐部坚持以设计师为服务中心，

始终保持协会机构秉承的公益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原则，为广大设计师朋友服务为原则，

论坛中俱乐部分别向到会的嘉宾、领导发出《荣誉会长》的邀请。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在俱乐部发起人严建中先生的邀请下，来自中国台湾室内设计协会“展览筹备委员

会”执行主委谭精忠先生；意大利米兰WT国际可持续创新材料大奖创世人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孟加拉国山度玛丽亚姆机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台湾世界顶级华人花艺大师陈月英Amy教授；浙

江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秘书长罗宝珍女士；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

祥先生六位大师、嘉宾均欣然接受了俱乐部创世人严建中先生的赠牌。这标志着公益的

《金牌设计师俱乐部》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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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精忠先生   

 

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罗宝珍女士 

 赵庆祥先生

中华室内设计网总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

第二个环节是第二幕：巅峰之站—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启幕。在播放完国际空间

大奖“艾特奖”恢宏的视频短片以后，从深圳远道赶来出席大会的中华室内设计师网总

裁、艾特奖发起人赵庆祥和本次大会的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更

做了精彩演讲，赵总在表达感谢之意之后，衷心的向与会的设计师朋友发出了2012国际空

间艾特奖参赛的邀请，相信艾特奖2012年在浙江的发展会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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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品牌冠名商“郡唐唐尚玉砖”总经理李兵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进装修首页

·午时“承诺”孕育黑马

·20条风水 躲血光之灾

·巨都桂花城 装修讲座

·亚洲最大宜家工地着火

·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屌丝与高帅富买房区别

第三幕：收藏经典--《G+D》系列书籍首发仪式也精彩纷呈，由本次大会主策划严建

中先生主编的《G+D》书籍也在本次大会中顺利首发成功，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分社副社长石莹女士和本书的主编、中装美艺总裁严建中先生分别致词并为书籍揭

幕。

石莹女士

石莹女士表示《G+D别墅空间》的面世，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几大特色：1 、成书速

度非常快。2 、稿件质量非常高。3、设计师的参与热情非常高。而严建中先生更是再次

感谢与会嘉宾对我们“世界向东”大会和我们《G+D》以及艾特奖的支持，并希望《G+D》

第三册和即将于8月份推出《东方禅韵》得到大家的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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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建中先生

《G+D》揭晓

同时谭精忠先生、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陈月英Amy教授、童雁汝南博士纷纷为《G+D》书籍和“世界向

东”大会寄语，期望书籍和大会能得到非常好的发展。

谭精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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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教授

穆拉德 Dr. S. Murad USA(Bangladeshi)博士

         

 陈月英Amy教授

童雁汝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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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第四幕：永恒记忆—剪彩仪式

第一喜： “世界向东”国际大师论坛今天正式起航

第二喜：国际空间艾特奖最重要一站巡展在杭州启动

第三喜：设计师自己的书籍《G+D》第一册正式发行

第四喜：唐尚玉砖全国最大旗舰店落户杭州

大会有请重量级嘉宾和主办方共同为大会剪彩，一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永恒记忆。

剪彩嘉宾左起为：严建中先生、童雁汝南博士、Chiara  Cantono（齐拉.坎.通诺）

教授、赵庆祥先生、谭精忠先生、穆拉德博士、李兵先生。

下午六点，整个论坛在众人的恋恋不舍下落下帷幕，大家约定2013年再次相会在西子

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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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游园>

<牡丹亭.惊梦>

而随后进行的“郡唐唐尚玉砖设计师之夜晚宴”开始后的由苏州昆曲团表演的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牡丹亭》，更加美轮美奂，最终把“世界向东”的主题定格在西湖之

畔。

——本次大会相关信息——

支持单位：杭州市文化创意办公室

主办单位：全国金牌设计师俱乐部 IDEA-TOPS国际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组委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社）

行业指导：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设计委

执行单位：中装美艺机构          

艺术指导： 杭州西湖当代美术馆 雁南艺术机构       

花艺指导：普洛蒂亚花艺中心 台湾国际花艺大师陈月英

独家品牌赞助：郡唐·唐尚玉石     

特约品牌赞助：灯华·琪朗灯具     RONGDA榕大木业     李金秋布艺工作室    佰瑞

视听    海业传媒

——相关资讯链接——

2012“世界向东”国际设计大师相约“江南会”

2012 国际空间大奖艾特奖 杭州站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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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盛传2013房价下跌 装修验房免费

·搜房网2012客户答谢会

·七套小户型婚房(图)

·约翰尼·德普豪宅曝光

·应对世界末日 N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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