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设计

●2017年12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与洛客科技有限公
司举行关于“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项目的签约仪式，洛客华
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落户南海。

●洛客平台聚集全球100万创造者、4万多名专业设计师，旨在
为企业创造好产品、引爆好产品，为好产品赋能。

●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以工业设计为入口，立足南海、辐
射华南乃至全国更广区域，将全国的研发供应链带到了南海，将其他
地方客户的生产制造需求对接南海制造企业，对提升南海传统制造
业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档案
将工业设计服务

送入镇街
南海的制造企业星罗棋布，张健

辉表示，尽管洛客从落地南海后就一
直在不断挖掘和了解在细分领域做得
十分出色的企业，“但从落地佛山到现
在1年多时间里，我们还没有摸透。”

为了更好地服务南海的制造企
业，针对南海企业的分布特点，结合乡
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需要，洛客探索
出“一花开五叶”的创新模式，将洛客
的工业设计服务下沉到南海的镇街。

“一花开五叶”模式，一花代表桂
城的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五
叶代表里水、狮山、丹灶、西樵、大沥
五个运营中心，将来还有可能深入到
九江。目前里水的运营中心已经开
始营业，丹灶和狮山的运营中心也将
成立。在张健辉看来，南海的产业直
接分布在一线镇街，洛客离一线产业
越近，越能与企业产生碰撞的火花。
一方面能让企业更直接地了解设计
赋予产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另一方
面更可以让洛客近距离地了解每一
个镇街企业的生产优势。

洛客的核心是企业在哪里，洛客
就覆盖在哪里，尽量从物理距离、心理
距离、内容距离、价格距离拉近与南海
企业的距离。张健辉表示，未来洛客
的定义将成为一个城市基础的设计服
务平台，围绕高技术的制造业和高品
质的服务业渗透南海的各个角落。

“接下来我们将会对接更多的南
海制造企业，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以
更亲民的价格去服务更多企业。”张
健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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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海

作为华南制造业重镇，南海在供应链创新和供应链整合方面具有雄厚的基础和潜力。目
前，南海很多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对市场具有更加灵敏的反应，迅速完成产
品迭代。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的落户，为推动南海制造业与创造力相融合，促进供应链
优化和产品创新融合注入了一股强心剂，帮助南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工业设计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以工业设计为入口，提升南海传统制造业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晶莹剔透方方正正的瓶身包
裹着椭圆形银色内胆，白色丝带状
的21G标志环绕在通透的瓶身。
这款还未正式面世的药妆产品

“21G源秘素”是洛客华南研发与
供应链中心（以下简称”洛客”）与
佛山市南海由纪之雪美容院共同
打造的产品。除了外观设计，洛客
还从实用性、经济性和工艺上对这
款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设计考虑。

工业设计被誉为点石成金的
“金手指”，是制造业价值链中最具
增值潜力的环节。洛可可创新设
计集团副总裁、佛山洛客众创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辉介绍，洛客
除了帮由纪之雪美容院找准用户
群体、进行产品策略研究外，还为
他们提供标识设计、口号设计、平
行包装设计、平行结构设计、平行
生产加工供应链设计等服务，帮助
企业梳理形成自主品牌。

这也是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
链中心在南海落户的价值所在。
作为洛客生态中的重要一环——
洛客研发供应链，是集产品可行性

评估、硬件开发、结构设计、手板制
作、模具设计与制作、小批量试产
等多环节为一体的一站式整合服
务平台，提供以围绕产品落地为核
心的供应链管理服务。

今年8月份南海本土企业广东
瑞洲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瑞洲”）与
洛客联合发布了一款新的柔性切割
机产品。张健辉表示，洛客在这款
产品成熟的功能技术基础上，对其
外观重新设计，为机器带来全新面
貌，除了给用户视觉上的冲击力，还
可以帮助企业把产品的附加值做到
最高。通过知识产权对外观的保
护，产品价值也会随之溢价。

瑞洲的这款设备经过重新设计
后，售价从原来的80~90万元/台提
高到120万元/台，有客户看了效果
图后便向瑞洲下单订了28台，为瑞
洲带来约3000万元的销售额。

除了瑞洲外，洛客还与（佛山）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蒙娜丽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传统制造企业“亲
密接触”，帮助他们重塑品牌，赋予
产品更多的新魅力。

“一端为南海的制造业提供
创新研发，用洛客平台的设计能
力赋能南海制造业；另一端将华
南乃至全国大量生产制造需求导
入南海，同期植入金融资源、管理
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连环的生
态链效应，驱动产品、企业、加工
制造等行业的整体优化升级。”张
健辉说，这是洛客华南研发与供
应链中心为南海制造业带来的双
向驱动效应。

虽然从产品设计到完成价值
反馈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但
是因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却不能
低估。从去年1月佛山市南海科

日超声电子有限公司成为洛客第
一家牵手的佛山企业起，到今年9
月底，洛客的合作设计项目已超
过200多项；洛客落地南海至今拜
访客户超过350家企业；举行的大
小活动已超过100场，参与人数
超过15万人。

张健辉在走访大量企业后
发现，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被授
予荣誉称号的企业对将工业创
新设计融入自己产品的积极性
比较高，行动力也比较强。但这
类企业占洛客接触过的企业比
例仅在5%~10%，而大部分企业
还是持观望态度，内心期望对产

品进行升级迭代，也有部分仍然
坚持原有的经营思路。因此洛
客现在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服务
好积极性高的企业，将它们打造
为标杆企业，打消持观望态度企
业的顾虑。

为鼓励企业增强工业设计能
力，去年7月，南海区政府出台《佛
山市南海区工业设计提升扶持办
法》，支持重点工业设计服务平台
进驻，每年设置总额度为3000万
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对与重点工
业设计服务平台合作的企业进行
补贴，补贴金额可达工业设计服
务项目金额的50%。

帮助南企打造爆款产品

打造南海制造标杆企业

有人说，这个时代里，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化。对照明行业也是
如此，产品在变，需求在变，渠道
在变，企业的应对之道，在于能顺
势而为。

作为照明行业的“长青树”，
嘉美照明见证了国内照明产品的
不断变化。从节能灯时代，到
LED时代，再到迎来智慧照明、绿
色照明时代。产品需求从以前要
求不坏，再到要求够亮、有质感，
再到颜色、光照精准，形态有设计
感，每一次产品的更新迭代，都有
一批企业被淘汰。

嘉美照明的秘诀是，创新始
终要比别人先走一步。“当大家注
重产品耐用时，我们开始注重外
观，当消费者注重外观时，我们就
注重产品的光色了。”何浩鹏说，
只有始终保持对市场的敏感，始

终跟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企业
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经过34年的耕耘，嘉美照明
已经成为国内商照行业的知名企
业。今后，嘉美照明除了巩固商业
照明的传统优势外，还将在工程、家
居、电工、户外照明、办公照明等领
域再深挖，成为全品类的照明品牌。

“过去的30多年是嘉美照明
品牌沉淀的30多年，我们有很好
的品牌沉淀。这是我们的基础，
也是财富。”何浩鹏说，嘉美照明
未来必将在品牌发展的路上持之
以恒。“我们希望将来行业提到嘉
美，不是以一个照明企业的形象
浮现，而是一个照明品牌。我们
将竭尽全力把嘉美打造成为一个
综合性的品牌，并进入照明行业
一线品牌阵营，这是我们的决心，
也是我们的目标。”

专注34年只为打造一盏“好灯”
嘉美照明以品质撬动市场，在创新上先行一步，成国内商业照明龙头企业

在佛山一环高速与桃园路
的交叉处附近，嘉美工业园的
LOGO显得格外醒目。每天，
在这里生产的天花灯、导轨射
灯、户外灯，很多都会被运送到
万达广场、华润、万科、首创、茂
业百货、新世界、步步高商业连
锁等在内的商业地产开发项目
中。

“34年沉淀，只为打造一
盏‘明灯’。”这是佛山市南海
嘉美时代照明有限公司（简称
嘉美照明）的广告语，也是企
业发展历程的写照。从34年
前的一个小作坊，成长为国内
商业照明的代表性品牌，嘉美
照明30多年屹立不倒，离不
开“坚持品质如一”的企业文
化。

早在二十多年前，嘉美照
明就开启了品牌建设之路，当
时被称为南海商业照明的四大
代表性品牌之一。如今，已多
次荣获中国灯饰照明行业十大
商照/工程品牌等荣誉的嘉美
照明，正借助“佛山市半导体照
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
研发平台，在商业、工程、家居、
电工、户外照明、办公照明等领
域发力，致力打造全品类的照
明品牌。

嘉美照明创立于1985年，前
身是南海县曹边五金电器厂，成立
时还是一个作坊式的工厂。发展
至今，已经经历34年的风风雨雨。
30多年来，照明行业一波又一波的
企业因为各种原因相继倒下，而嘉
美照明却依然坚挺，且越活越精
彩。近日，记者走进嘉美照明总
部，探寻嘉美“长青”的奥秘。

在嘉美照明总部的展览馆里，
我们观察嘉美照明的发展史可看
出，嘉美是一个一开始就具备创新
DNA的企业，有许多敢饮“头啖汤”
的创举。早在1995年，嘉美就率
先在国内运用“赶机”技术制作灯
杯；1996年，嘉美就生产出第一个

“80”规格的豆胆灯杯；2000年，嘉

美在行业中第一个用铝合金作为
灯具用材，生产出拥有专利技术的
铝合金横插灯。众多的创举，让嘉
美获得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形成了
嘉美致力创新的企业文化。

除了创新，嘉美的发展壮大，
还得益于很早就确立了依托品质
和品牌发展的路径。早在 2001
年，嘉美就提出“嘉美，让品质更近
完美”的宣传语，公司上下强化质
量的意识。同年，嘉美启动了“形
象塑造工程”，推进CI系统整合和
VI标准化工作，开启品牌建设之
路。2002年，嘉美产品全面通过
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正
因为此，嘉美照明在节能灯时代，
就已声名鹊起，成为当时南海商业

照明的四大代表性品牌之一。
“十多年前，在行业拼价格的

时代，嘉美照明的领导层就预见未
来必定是品牌之路，我们不能走低
价路线，而是要走品质路线，以品
质撬动市场，成为行业的知名品
牌。”嘉美照明执行董事何浩鹏介
绍，嘉美照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
践行着两个始终如一，一是始终如
一“做品质，做品牌”，二是始终如一
坚持做灯，即使在房地产蓬勃发展
时，嘉美也从未转行，保持专注。

一个企业文化的形成，往往带
着创始者的烙印，嘉美照明董事长
何兆坚认为，嘉美照明之所以能走
到今天，靠的正是“实实在在做灯，
老老实实做服务”。

30多年来，嘉美照明的产品
早已应用到诸多地标性建筑之
中，例如，老挝亚欧峰会主会场、
沈阳全运会安保指挥中心、广州
亚运主媒体中心、安徽益力檀宫、
上海浦东机场、南京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等。在这个过程中，嘉美
照明为何能够得到他们的青睐?

“众多客户之所以看中我们，
在于我们提供了高品质和稳定性
很强的照明灯具，匹配了高效率的
产品供应和售后服务，这看似简
单，其实并不容易。”在何浩鹏看
来，在保证质量稳定方面，嘉美照
明有着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
90%的生产工序都在嘉美自己的
工厂内完成，这种自产自销的模
式，能将“品质把控”完全掌握在自
己手中，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

也让产品出货的时间更有保证。
近年来，嘉美已开始启动工

厂的自动化建设，建立了全自动化
的贴片车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
量，正是因为对产品质量的执著，
对产品出货时间的诚信，使得嘉美
受到众多客户的青睐。

对于嘉美照明而言，不仅要
把产品做好，还要跟上时代发展的
步伐，坚持持续的技术创新。早在
LED时代，嘉美照明就加大了
LED灯的研发投入，2015年11
月，嘉美照明组建了“佛山市半导
体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6年，嘉美照明完成从老工业
园到新工业园的搬迁，生产设备实
现进一步升级和改造，意味着产品
具有更好的品质和稳定性。

依托品质成南海商业照明代表性品牌

自产自销实现最大程度“品质把控”

创新先行打造全品类照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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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驱动

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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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客华南研发与供应链中心。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