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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首度盛大亮相京城 
 

汇聚 30 余个精选品牌登陆中国  荟萃国际设计潮流趋势 

 

2018年 9月 17日，北京——首个“王府中環M&O设计特展”于 9月 16日在北京顺利开幕，

与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和北京设计周交相辉映。本次特展由王府中環与 MAISON&OBJET巴黎

时尚家居设计展（M&O）携手举办，即日起展览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M&O 作为家居装饰、

室内设计、建筑以及生活方式文化和趋势方面的国际权威，在全球设计领域享有盛誉。 

 

出席此次盛大开幕式的嘉宾包括：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 地执行董

事周明祖先生、香港 地集团中国商用物业总经理林思灵女士、M&O策展方 SAFI公司董事

总经理 Philippe Brocart 先生、M&O 策展方 SAFI 公司合作及活动总监 Franck Millot 先生、

2016 年 M&O 亚洲年度设计师 André Fu 先生以及 2014 年 M&O 年度设计师 Philippe Nigro 先

生。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 地执行董事周明祖先生表示：“王府中環致

力于与 M&O 等全球领先的品牌合作，我们很高兴能够首创‘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王

府中環与 M&O 共享全球视野，在追求卓越和创新的道路上从不止步，不断为消费者提供无

与伦比的尊享体验。本次展览，许多参展品牌首次亮相国内市场，这不仅促进了国际艺术文

化交流，更为消费者提供了购买国际顶尖设计产品的独特机会。” 

 

M&O 策展方 SAFI公司董事总经理 Philippe Brocart 先生表示：“作为 M&O 在中国市场的首

秀，本次特展为 M&O 品牌，也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机遇和可能。我们很荣幸，能够在

本次特展呈现在家居、室内设计、建筑、生活方式和时尚潮流领域的国际设计师作品。‘王

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可贵机会，近距离欣赏和购买才华横溢的设计师

最新作品，其中不少设计师的作品此前几乎从未涉足中国市场。” 

 

在两个月的展期内，王府中環将以 LOVE DESIGN 为主题，呈现一场创新的精品展览，为中

国消费者带来全方位沉浸式体验。王府中環和 M&O 悉心甄选超过 30 个全球领先的设计品

牌，其中 12个品牌首次登陆中国大陆。此外，本次特展还将带来六位 M&O年度设计师的作

品，包括：知名设计工作室 AFSO 创始人 André Fu；以流动设计和数字精度为特色的加泰罗

尼亚设计师 Eugéni Quitllet；Nendo设计工作室创始人佐藤大（Oki Santo），其设计灵感来自

于日本文化的极简风格；法国知名设计师 Philippe Nigro，他从事设计行业已超过 20 年，其

作品在世界闻名的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展出；比利时著名设计师 Ramy Fischler，他

的作品深受电影艺术影响，善于创造含义复杂的对象，融合不同领域边界；以及自学成才的

天才设计师 Tom Dixon，凭借在艺术和设计方面的杰出成就，他曾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

官佐勋章（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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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O 传统的展会模式不同，本次“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将利用王府中環突破性的数

码化项目 CODELAB，为顾客呈现创新、激发生活灵感意趣的零售体验，这是 CODELAB首

次参与国际品牌合作。参观者可以通过 CODELAB，便捷地直接购买“王府中環 M&O 设计

特展”上 30 余个品牌的 1,000 多种产品。位于王府中環二层（L2）和地下一层（B1）的

CODELAB，在全世界范围内精心挑选独具创意的设计师畅销产品。除了此次特展产品外，

CODELAB目前还为消费者搜罗了 34个品牌的 200多种产品，从家装配饰和时尚产品，到精

美礼品和潮流生活用品，可谓琳琅满目。这一线上线下结合的创新型零售方式，为消费者带

来更为个性化的体验和更为便捷、尊享的服务。 

 

展览期间，高五米的吉祥物“Kong”将在王府井大街上展出，迎接本次特展的参观者。

“Kong”专为“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设计，实为灯笼，意为庆祝中秋佳节。以 1933

年电影《金刚》中猩猩形象为原型的“Kong”，出自国际知名设计师斯蒂凡诺·乔凡诺尼 

(Stefano Giovannoni) 之手，它将作为本次特展的一大亮点。此外，王府中環还将在其周围同

时展出黑、白、粉三色，共 20 只“Kong”，为参观者提供难得一见的拍照打卡良机。 

 

走进“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展区，一座融汇了东西方设计精华的拱门凌驾于入口处，格

外引人注目。由这一设计引领参观者走进本次特展的展示区域——位于王府中環三层的看楼，

这是一个俯瞰故宫的多功能活动区域。王府中環专为此次特展在看楼搭建了一座荟萃 M&O

精华的设计长桥。 

 

长桥恰如其名，采用“桥上之桥”的创意概念，以真实桥梁造型装饰于整体空间之上。选取

这一设计概念，是看重桥梁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长桥由铁打造而成，构建出

和谐通透的观展区域，为参观者营造出独属于北京“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东西交融的全

新世界。这一充满巧思的展示空间，将中国消费者与国际知名品牌和全球前沿生活方式紧紧

相连。跨过长桥，公众便可随心选择符合他们需求和品味的生活方式，尽情欣赏在中国市场

上前所未见的潮流风尚和设计臻品。 

 

为庆祝“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的精彩启幕，王府中環还将为消费者带来一系列优惠促销

活动。9 月 16 日至 24 日期间，消费者通过 CODELAB 购买 M&O 产品即可享受王府中環臻

礼双倍积分，积分可以兑换 CODELAB代金券，数量有限，兑完即止。 

 

此外，在限定时间内，消费者还可用积分兑换 LOVE DESIGN 系列限量版产品，包括

Denham Love T 恤、安·诗蒂格（Ann Steeger）香水、Tenplus ManiPedi 大班美甲体验，或

Tiago Love Design 特别款咖啡与蛋糕套餐。 

 

“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是王府中環举办的系列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之一，旨在惠益北

京乃至全国的消费者。自今年 5 月盛大开幕以来，王府中環先后与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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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ican Centre）携手举办数码巴比肯展（Digital Revolution）、与伦敦蛇形美术馆合作举

办蛇形美术馆北京展亭活动（Serpentine Pavilion Beijing）等文化艺术项目，着力打造时尚潮

流新地标。王府中環始终致力于与政府机构，使馆以及国内外各类机构合作，举办与众不同

的生活方式体验项目。“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由法国大使馆和法国驻华大使馆商务投资

处支持举办。 

 

-完- 

高清图片请查看以下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4HHb02PfVJ-tC88QZL4nQ  提取密码: gywg 

 

 

9 月 16 日，“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

展”首度盛大亮相京城。出席此次盛

大开幕式的嘉宾包括：北京聚名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 地

执行董事周明祖先生、香港 地集团

中国商用物业总经理林思灵女士、

M&O 策展方  SAFI 公司董事总经理 

Philippe Brocart 先生、M&O 策展方 

SAFI 公司合作及活动总监 Franck 

Millot 先生、2016 年 M&O 亚洲年度设

计师 André Fu 先生以及 2014 年 M&O

年度设计师 Philippe Nigro 先生。 

 

https://pan.baidu.com/s/1O4HHb02PfVJ-tC88QZL4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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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参展品牌

代表与出席嘉宾合影留念。 

 

北京聚名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香港 地执行董事周明祖先生在

开幕式上致辞。 

 

M&O 策展方  SAFI 公司董事总经理 

Philippe Brocart 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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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M&O亚洲年度设计师André Fu

先生致辞。 

 

2014年M&O年度设计师Philippe Nigro

先生致辞。 

 

王府中環和 M&O 悉心甄选超过 30 个

全球领先的设计品牌，其中 12 个品牌

首次登陆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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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 设计特展” 还将带

来六位来自 M&O巴黎年度设计师的作

品。 

 

展览期间，高五米的吉祥物“Kong”

将在王府井大街上展出，迎接本次特

展的参观者。“Kong”专为“王府中

環  M&O 设计特展”设计，实为灯

笼，意为庆祝中秋佳节。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 由意大利品牌 Qeeboo 打造的以兔子

灯为主题的萌兔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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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 童趣天地，展示意大利品牌 MAGIS

和比利时品牌 MATHY by BOLS 充满

童趣的家居设计。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 来自布鲁塞尔的品牌 AP Collection  

 为中国观众展示其经典作品，为中国

消费者的家居设计增加与众不同的亮

点，带来舒适惬意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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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一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二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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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四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五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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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七 

 

“王府中環 M&O设计特展”展览现场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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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環    

 

王府中環是香港 地集团在中国内地打造的时尚高端生活方式零售中心，尊踞首都商业和政 

治核心地带，其设计与规模均巧妙融合了王府井地区的历史底蕴与精粹。坐拥北京东城区王 

府井商业街近 27,000 平方米的黄金地段，王府中環傲呈 43,000 平方米的零售空间，并包含 

配有 73个房间的文华东方酒店，建筑总面积达 150,000平方米。 

 

荟萃系列非凡名品，王府中環糅合御品臻奢、潮流风尚、康逸悦享、环球珍馔艺膳及文化艺 

术。王府中環致力于打造别具一格的京城生活体验，让每一位顾客发掘生活灵感意趣，欣赏 

文化风韵，并开启崭新环球视角。  

  

傲踞历史悠久的王府井街区繁荣地段，王府中環距故宫及中央商务区仅数步之遥。该项目配 

备 660个停车位，并处于首都公共交通枢纽中心，享有地铁便捷交通服务。 

 

香港 地   

  

香港 地为具领导地位的物业投资、管理及发展集团。香港 地于一八八九年创立，以卓越 

表现、诚信及伙伴合作为业务发展的基础。   

  

集团在亚洲主要城市持有及管理超过八十五万平方米集中于香港、新加坡及北京之优质写字 

楼及高档零售物业。集团的物业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及奢华品牌进驻。   

  

集团在香港中环持有约四十五万平方米优质物业。此外，集团主要透过合营公司在新加坡拥 

有十六万五千平方米的高级写字楼物业，一座位于北京王府井的高档零售中心，以及在雅加 

达中心区持有一个具领导地位的写字楼物业组合之半数权益。香港 地亦正在大中华区及东 

南亚多个城市发展高质住宅、商用及综合项目。集团在新加坡的附属公司 MCL 地产，为当 

地著名的住宅发展商。   

  

地控股有限公司于百慕大注册成立，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拥有标准上市地位，同时亦在百慕 

大及新加坡作第二上市。集团的资产及投资由香港 地集团公司于香港管理。香港 地乃怡 

和集团成员之一。  

  

MAISON&OBJET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  

  

自 1995 年创办以来，MAISON&OBJET 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一直是全球生活方式、室内设 

计领域的行业盛会。每届展会都汇集了大约3000个品牌和超过8.5万名参观者，其中50%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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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国之外。MAISON&OBJET 善于洞悉当下和未来潮流趋势，每年两次展示最新灵感来源， 

这一展会不仅催生了大量行业交易，也发掘了大批行业人才。因此，该展会已经成为品牌发 

展和业务增长的有效催化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香港 地集团   

林婧华   +852 2842 8222 jennifer.lam@hkland.com 

陈喆 +852 2842 8041 shelly.chan@hkland.com 

 

王府中環   

冯莹  +86 10 6520 4992 ellie.feng@hkland.com 

徐杨 +86 10 6520 4911 hanna.xu@hkland.com 

 

罗德公关 

  

刘明洁 +86 10 6462 7321- 615 sabrina.liu@rfcomms.com 

王倩 +86 10 6462 7321- 661 qian.wang@rfcomms.com 

 

MAISON&OBJET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 

中国区官方代表    

陈淑敏 +65 8186 1293 regina.chan@safisal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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