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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卫浴企业
刻板印象

隔空感应就可打开的柜门和

玻璃门，手轻轻一挥，洗手盆就能

排水、蓄水，手机放在洗浴柜上能

无线充电，毛巾架可以智能温控

加热，走近马桶自动开盖，镜柜收

纳“百宝盒”……走进立家家居展

厅，众多新品琳琅满目，有经典延

续，有艺术创新，有单品空间，有

套系输出，涵盖极简、轻奢、新中

式等主流设计风格，在材质和色

彩的运用上匠心独运。

“我们以设计为导向，主打高

端定制，产品的70%做定制，30%

做标准品！”立家家居总经理李林

明表示，企业近十年来积极布局

国内卫浴定制市场，主打“唐彩”

全卫定制品牌，推出了数百款匠

心独运、富有科技感的卫浴产品。

“例如，一些家庭用户反映，

平常的水龙头都是固定方向垂直

流水的，在洗脸或漱口的时候非

常不方便。”李林明指着一个出水

口可多角度旋转的水龙头介绍，

针对上述难题，该公司专门创新

开发了这款新型水龙头。“在日常

使用时，这款水龙头可以根据实

际需求，旋转到合适的出水方

向。”

值得一提的是，在洗浴盆镜

子一侧还有一个感应装置可以让

用户隔空控制盆中去水口的开

关。用手凌空放在装置上即可关

闭去水口，再放一次即可打开，用

户无需再次弄脏双手，实在非常

方便。

此外，很多传统的洗浴盆和

台面之间都有一定的缝隙，导致

盆与台面的连接处容易藏污纳

垢，滋生细菌。而立家家居的洗

浴柜均采用无缝拼接工艺或一体

拼接工艺，避免积水之余，摸起来

的手感还非常好。

解决消费者
“痛点”“痒点”

作为一家专注卫浴产品十

多年的专业制造商，立家家居

是国家首批获得 ISO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的卫浴企业。

李林明介绍，做好产品、做

高质量的产品、精细服务客户、

互惠共赢，一直是公司秉承的发

展理念，特别是“唐彩”品牌凭着

对专业的严谨、对艺术的执着，

以及鲜明的设计风格，精心的选

材用材，赢得了消费者的推崇和

业界的高度认同。究其原因，尤

其是能敏感地抓住设计核心，解

决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

“痛点”和“痒点”，成为企业立足

市场的不二法门。

李林明指着一款带有触摸

升降循环系统的浴室柜介绍，

只要轻轻用手一摸，隐藏在镜

子后面的收纳空间就会自动升

降，不需用手开关柜子门，这种

炫酷的打开方式，打动了很多

年轻消费者，这套系统在研发

阶段已有超过5万次的试用，品

质过硬。

目前立家家居正在研发一

款智能升降洗手盆，可以解决儿

童在家因高度不够，无法自行洗

手的问题。李林明说，一般浴室

柜高85厘米，日常五岁以下的

小孩子洗手很困难，公司正在研

究的这款产品，只要轻按一下，

可以实现浴室柜平面下降10厘

米或者儿童垫脚增高10厘米的

效果，让儿童轻松洗手。

转型升级
拓展消费者端口

从单品时代到全卫定制，再

到品牌输出。18年来，立家家

居始终以原创设计为驱动力，

从款式设计、原材料选取、五金

配置、电子智能等方面彰显个

性化、精品化水准，力求满足不

同顾客的需求，并提供专业品

质、奢华完美、健康环保的全卫

定制产品。

目前，立家家居主打的“唐

彩”全卫定制品牌在国内各主

要家居建材市场均有专卖与展

示，销售网点遍布全国20多个

省市区，并远销海内外。

随着精装市场的兴起，立家

家居也在迅速转型，充分利用

地域资源优势，整合优质供应

链，创新销售模式，针对精装楼

盘、市政高校、公共场所以及个

人，推出高性价比的厨卫工程

系列配套产品，得到了广大客

户的认可与首选。

“以前我们走的是传统经销

服务，目前公司正在尝试拓展

消费者端口，消费者可以直接

来我们的总部展厅挑选体验产

品，在不影响产品结构的基础

上，进行款式、材质、颜色、台

盆、五金定制，一件也是工厂

价！”李林明表示，预计今年直

接的消费者端口销售规模将会

突破500万元。

据了解，立家家居可提供全

程的销售服务，消费者下单后

将有第三方的交流平台专人负

责物流、安装、调试，由立家家

居提供3年保质和VIP维保，保

证35天内完成产品整体交付，

一次性交付率达到98.5%以上。

李林明说，未来立家家居将

持续推动自主品牌建设，把创

新、质量和服务当作企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用高品质的卫浴

产品向广大消费者传递舒适健

康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助力千

万家庭升级品质卫浴生活。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陈志健

通讯员 朱嘉泳

打造种植示范园
展示产品兼科普农业

梦里菜园面积七十余亩，曾

是流潮社区潭村经济社的撂荒农

地，混杂着露天垃圾堆、臭水塘、

芦苇丛、沼泽地等，生态环境堪

忧。

2021年，生升农业将这片土

地承包并进行规划，经过努力，将

这片荒地变成了集休闲观光采摘

为一体的农业园。今年五一假

期，梦里菜园一派繁忙，迎来了一

批批来自周边城镇的游客。

菜园负责人张祥介绍，无土

栽培是不用天然土壤的作物栽培

模式，将用特殊材料制作的容器

袋装基质，直接平铺在田地里开

始种植，不仅操作简便减少了工

时，也大大缩短了平整土地的时

间和改良土壤的成本。与传统栽

培模式比较，具有省肥、省水、省

工、作物产量高、品质优的特点。

番茄对根系环境的要求不像其他

蔬菜那样严格，更适于无土栽培，

且无土栽培后，番茄的产量高，果

实密度大，肉质厚，效益好，还可

以避免土壤污染。“除了番茄，首

批种植的还有甜玉米，之后会种

植甜瓜、草莓等不同的品种，丰富

市民的菜篮子。”张祥说。

生升农业总经理韩东晖表

示，“梦里菜园项目在为自己主业

——基质产品提供了应用场景的

同时，也为周边市民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农旅体验环境，让大家在

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就近体验农耕

乐趣。特别是我们倡导的栽培模

式及严控肥料药物的耕作方式，

杜绝了农药的使用，为市民提供

绿色健康的果品。”

除了梦里菜园，躬耕园也是

生升农业旗下的两个菜园之一。

躬耕园位于南海花博园内，是佛

山市农业公园之一，每逢节假日

都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游玩，这

是露地无土栽培技术的初创地，

是生升农业的实验田，验证各种

栽培技术、育苗技术。目前躬耕

园内种植的作物品种较多，栽培

方式也比较多。

生产基质已被全国
两千多家苗场使用

生升农业自2013年成立以

来，专注于农林用育苗基质栽培

基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

泛应用于水稻育秧、蔬菜育苗、果

蔬无土栽培和土壤改良。生升农

业如今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基质

生产和技术服务供应商。

育苗基质和无土栽培基质是

生升农业重点推广的两款产品。

2013年，生升农业推出育苗基质

并不断升级，现已被全国两千多

家苗场使用。此外，生升农业也

是国内第一家把可再生的、纯天

然的椰糠作为育苗基质主要原料

的生产厂家，是这一技术的创造

者。

据了解，生升农业无土栽培基

质在泥炭、椰糠等原料的基础上，

将园林废弃物、奶牛粪进行资源化

处理，“变废为宝”，起到了很好的

改良土壤和栽培的效果，这一理念

和技术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生升农业的水稻育秧基质也

曾多次在央视的节目中出现。

对于韩东晖而言，这几年思

索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稳

定发展，做大做强。“希望能够引

领国内农业发展，帮助更多的农

业从业者提高收入，让更多的人

喜欢农业、重视农业”。

韩东晖表示，与传统育苗基

质相比，生升育苗基质育出的苗

子，芽率好、根系有主根，根壮、苗

旺，一方面减少了苗场的管理成

本，另一方面确保了工厂化育苗

的稳定性，深受客户好评，育苗基

质单一产品的年销量达一百多万

包，助力打造“中国壮苗”。

疫情当下，粮食的生产与储

备变得更加重要。韩东晖表示，

为了确保使用基质产品的效果，

保障农业生产，生升农业会专门

派人逐一上门服务，甚至是手把

手地教会农民掌握使用技术，成

为业内少有的提供技术服务的企

业。“通过技术服务带动产品销

售，不仅实现了我们公司的目标，

也将大量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

田间一线，践行了‘藏粮于技’的

号召。”韩东晖表示。

目前，生升农业在基质生产

设备、基质产品研发、栽培方式的

创新等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截

至目前，生升农业共获得30余项

各类型专利证书，并于2021年成

为“高新技术企业”。

“生升农业，第一个是生命的

生，第二个是升华的升，我们的愿

景就是让生命升华。”韩东晖说，

面向未来，生升农业将沿着两条

线发展，第一是继续做大做强，在

全国推广基质生产，包括土壤栽

培基质、育苗基质、改良基质等；

第二是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在人

口较多的社区内推广社区菜园。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廖艳娜

隔空感应开柜门 挥手开关水龙头
立家家居推出数百款匠心独运、富有科技感的卫浴产品，助力千万家庭升级品质卫浴生活

近日，主打“唐彩”全卫定制品牌的佛山市立家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家家居）18周年庆典暨工厂总部展厅

揭幕落下帷幕。随即，“唐彩”全卫定制广告宣传视频强势登

陆CCTV-7，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里水智造。这是该品牌提

升的一次全新尝试，更是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的重要桥梁。

立家家居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卫浴制造企业。以实木浴室家具定制、

生态板免漆定制、淋浴房定制为主打产品。2021年，立家家

居成为里水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如连续三年均符合政府奖

励条件，最高可获得超200万元的“小升规”扶持奖励。

不用农药不用土 种出绿色健康蔬菜
里水生升农业探索无土基质栽培技术，建设种植示范园，推广社区菜园

在里水镇的无土栽培技术试验园——梦里菜园，种植有秋

之恋、圣桃6号等8个品种的番茄。几个月后它们将批量上市，

在节假日迎来一批批的游客前来游玩和采摘。该菜园所属的广

州市生升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生升农业）在传统种植基础上

引入新技术，迎合市场需求，探索无土基质栽培番茄，生产无公

害蔬菜，成为里水农业产业一张亮丽名片。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生升农业是国内首个创造并把可再生、

纯天然的椰糠作为育苗基质主要原料的企业。当前，企业正在

里水大力研究农业发展新技术，建有躬耕园和梦里菜园两个种

植示范园，具有农业科普及社区菜园的双重功能。未来，企业将

继续做大做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基质生产，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推广社区菜园，让生升农业的“菜篮子”项目广泛应用于都市阳

台、屋顶菜园，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乐趣。

▲▲

立家家居主打立家家居主打““唐唐

彩彩””全卫定制品牌全卫定制品牌。。

▲▲立家家居生立家家居生

产百多款智能产百多款智能

产品产品。。

▲▲ 梦里菜园梦里菜园

种植的无公种植的无公

害番茄害番茄。。

▲▲

梦里菜园梦里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