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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 

 

尊敬的各位会长、各理事单位及各企业代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平凡的 2020年已经过去，回望这一年，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经济寒冬”愈演愈烈。深圳时尚文化创意

行业进入新一轮洗牌的拐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深圳市时尚文化

创意协会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第二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在全体会

员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服务会员、积极搭

建政企沟通桥梁，建立资源共享的平台、履行协会职责，克服疫情影

响，以变应变，化“危”为“机”，实现逆势突围，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和进步，拼出了时尚文化创意人的精彩。协会全年主要工作总结如

下： 

一、2020年主要工作总结： 

（一）众志成城，协会企业积极献爱心，共抗疫情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牵动着全国上下每个人的心。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会员企业勇担使命，

力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谱写一曲“众志成城，共抗疫情”的赞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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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单位深圳东方逸尚服饰有限公司，副会长单位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梵思诺时尚服饰有限公司、卡尔丹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拉贝拉达服饰有限公司；理事单位深圳市形尚品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深圳市华之尚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台茗服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炬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奔霓诗服装有限公司，监事长单位

深圳合纵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柠檬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

员单位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万众城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市影儿时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微琪思服饰有限公司等众

多会员单位在疫情期间，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量。其中会长单位深

圳东方逸尚服饰有限公司疫情捐赠 10 万元及捐赠价值 50万“最美服

装券”献给深圳援鄂最美逆行者 85 人。会长罗峥女士更是心系会员

企业，克服防护物资短缺等困难，筹得 5000 个医用口罩免费发放给

长期以来支持协会工作的会员，为企业复工尽绵薄之力。 

（二）开展企业调研，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为深入了解企业在复工复产当中切实的难点痛点，4 月中旬起协

会秘书长郁斯尧及常务副秘书长刘嬑瑄走访了部分会员企业，新视艺

传媒集团、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根聚家居设计有限

公司、深圳市贝利爽实业有限公司、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市炬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晚象牙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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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梵思诺时尚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与企业负责人高管深入交

流产业发展方向、运营应对之策等方面的内容，为复工后协会的工

作提前做好准备。 

  为应对疫情影响，深圳市委市政府从二月份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

惠企帮扶政策。为了了解各会员企业政策受益情况，经营中存在的具

体困难，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帮扶与政策支持。协会会长罗峥女士受市

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委托针对现阶段会员企业经营现状进行摸底调

查，协会秘书处共发放抽样调研表 70 余份，调研企业涉及纺织业、

服装业、珠宝业、品牌传播、展览展陈、数字多媒体、专业服务等领

域，根据回收表格反馈情况，协会撰写了详细报告呈报市委市政府，

为后续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提供参考。越是艰难的时刻，协会

越为全体会员企业力克时艰、鼎力发声，帮助行业争取更有针对性、

更具落地性的产业政策及获取项目支持。 

（三）提升服务会员能力，人才培训先行 

2020年上半年，协会秘书处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不少企业对新媒

体从业人员的需求迫切，尤其是大热的短视频运营人员。为了让更多

会员企业尽快获得短视频流量红利，秘书处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对

接，5月通过策划、路演、专家评审等环节成功中标龙华区大浪时尚

小镇“短视频达人训练营”公益项目，共开展 6期，每期 2天。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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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 10月，吸引了众多会员企业的负责人、高管、运营人员，回国

海归、在校学生、Z 世代新人、自媒体创业者共计 450余人参加训练

营培训。学员通过系统学习，有的提升了运营水平、有的作品获得流

量、有的吸引了众多粉丝，有的成功出圈。协会一方面为企业培养新

媒体运营人才，帮助企业构建新媒体运营体系；另一方面为时尚类产

品的新媒体运营探索成功经验。协会紧随市场及企业人才需求推出的

系列活动，赢得了企业及政府的高度赞誉。 

（四）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工作，彰显协会优秀企业品牌力量 

2020 年 3月，协会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启动市商

标品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以协会品牌活动“SFCA 时尚公益大讲堂”

为载体，邀请深圳市商标知识产权方面法律专家、研究学者共开展六

期商标业务培训工作，深入宣传商标相关知识、法律、实务，同时通

过两场市一级活动“品牌力量 见‘圳’风华”品牌发布，推广协会

优秀企业代表的品牌文化、系列产品，致敬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

活动共吸引了协会近二十余家优秀企业进行品牌展示，180 余人参会，

涉及服装、珠宝、展览展陈、室内空间设计、文化传媒、非遗文化等

领域。活动中，企业负责人，通过精心准备的 PPT 讲述了品牌的发展

历程、核心价值、系列产品等，给参会人员带来了新触动、新思维的

同时，也在行业内普及传播商标品牌的相关知识，更进一步传播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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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牌的美誉度。系列活动的推出为加强深圳品牌经济，铸就时代品

牌先锋作出积极贡献。 

（五）以全媒体职业技能竞赛为抓手，打造全“新”人才竞技平

台 

2020年下半年，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主办，协会承办 2020

年深圳技能大赛——南山区全媒体运营师职业技能竞赛，以服务产业

升级转型、服务技能人才成长为宗旨，以有效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增

强技能人才职业荣誉感为目标，历时三个月圆满落下帷幕。竞赛吸引

了 100多位来自深圳各行各业的全媒体运营人才报名，经过紧张的初

赛、复赛、决赛角逐，最终 10人荣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协会以

及会长单位深圳东方逸尚服饰有限公司、理事单位深圳市炬牛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获评主办方“优秀组织奖”。 

  作为全市首开的职业竞赛项目，协会全力筹备，发动会员企业积

极参与赛事，整体赛制设置新颖，赛点与职业标准、时下传播热点紧

密结合，搭建了立体化媒体传播矩阵，其中抖音平台参赛者作品视频

播放量高达 30多万次，决赛路演直播环节吸引了 10 多万人在线云观

看。协会通过举办竞赛，为深圳市全媒体运营师职业普及、竞赛项目

设置考核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竞赛经验，同时以

此为起点，调动了全市全媒体运营师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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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升了职业技能，为加快培育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人

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六）“涌现｜升启”第八届东方美学引领世界新时尚国际论坛

成功举办 

2020 年 12 月 5 日，第八届东方美学引领世界新时尚国际论坛

于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隆重举行。论坛盛邀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王鲁

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设计师孙磊、YANG 设计集团创始人杨邦胜四位名师大家，围绕“涌

现｜升启” 主题分别从《玉文化与东方美学的内部构建》、《东方

美学的审美与驱动创新》、《腕表的东方审美表达》、《家在别处》

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美学的思想盛宴。来自国内文

化策展界、美术馆界、文化研究、工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服装设

计等领域近 200名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连续八届的“东方美学引领

世界新时尚国际论坛”，在发掘东方美学智慧的同时，不断探讨美学

的新生长点与文化产品的“审美附加值”等问题，同时表达了“美学

与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历届名师大家

用他们的美学思想和文化洞见，启迪了智慧，成为岁月见证下的精神

馈赠。 

（七）协会宣传推广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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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协会官方微信平台共发布会员企业动态、行业新闻、政策

类新闻等 96 篇，同比 2019年增加 68%，其中会员企业信息 15 篇、时

尚公益讲堂推文 29 篇、论坛信息 10 篇、全媒体运营师大赛 7篇、政

策行业信息 11篇等。同时秘书处也通过新浪网、腾讯网、搜狐、头

条、天涯、哔哩哔哩、抖音、穿针引线网等多个宣传渠道进行协会推

广。尤其是在全媒体运营师职业技能竞赛过程中，协会在推广经费非

常有限情况下将优秀会员企业卡尔丹顿、欧柏兰奴、根聚设计等产品

融入竞赛环节，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曝光，助力会员企业提

升品牌影响力。 

（八）协会党支部坚守信念，稳步推进党建工作 

    2020 年在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委员会以及深圳市文化创

意类联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支部紧紧依靠深圳市时尚文化创

意协会党支部全体党员，积极推动支部的干部队伍建设，支部

党组织规范建设。疫情期间，支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支部

党员以及积极分子踊跃为疫情防控捐款，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支部也多次组织集中学习，引导党员干部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

一步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支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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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内生活制度和规定，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召开

了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8 月 20 日，市文化创意类社会组织联合党委书记杨素贤、

市委组织部党建组织员刘俊一行到支部参加支部党会指导工

作，为推进支部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指导。协会支部党员王恒刚作为深圳市文化创意类社会组织

联合党委党（纪）委委员候选人的预备人选。 

(九)协会秘书处克服困难、砥砺前行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秘书处克服了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努力

打开工作新局面、紧跟会员企业发展需求开展各项工作，工作品质得

到较大提升，服务企业与链接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成果与能力得到

会员企业的认可。秘书处严格按照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管理要求完成

年审提报，积极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征集并成功入围，认真完成

中标项目得到了主办方的一致好评。 

  2020年协会秘书处运营资金不足，会费收缴困难，成为无法参与

更多重大政府项目的掣肘问题。因此，秘书处在 2021年一方面将进

一步提升服务会员企业能力，以解决会员企业需求问题为已任，加强

资源整合能力，为会员企业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提升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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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缴纳会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继续积极投标政府公共服务项

目，扩大收入渠道，提升协会运营管理水平。 

二、2021年工作计划： 

2021年将是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的一年，大环境瞬息万变，如何找

到发展的突破口，是协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工作建议如下： 

（一）继续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以政协为通道，以政协提案为载体，积极向相关政府部门建言献

策，反映行业诉求，并辅助相关部门尽快出台详细的政策和指导发展

意见，促进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持之以恒，服务会员企业 

坚持以“SFCA时尚公益大讲堂”为载体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时尚

沙龙分享工作，为会员企业搭建推广宣传、资源合作的平台，抱团取

暖，共谋发展。 

（三）扩大会员企业数量，提升协会知名度 

积极扩大会员单位数量和覆盖规模是新一年工作的重心，把控入

会门槛，引导会员单位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优化会员结构，针对性

地吸收扩大会员群体，汇集优质资源。 

（四）积极承接政府项目，提升行业影响力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协会在政府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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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协会将努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项目，更好的服务会员企业、服务行

业。 

（五）扶持新生设计力量，推动人才升级 

为了进一步鼓励年轻人的创意设计，发掘和培养优秀的原创时尚

设计人才，2021年协会将与相关企业举办创意设计大赛，引入国际资

源，落实及推动罗峥奖学金项目的实施，推动时尚设计事业的发展及

人才升级。 

（六）落实成立专业委员会工作 

为充分发挥协会高精尖专业人才的作用，真正协助协会提升服

务会员、服务行业的能力，让协会更具凝聚力，2021 年协会计划成

立 4-5家专业委员会。 

（七）加强支部党建工作 

  2021 年协会党支部将继续在深圳市文化创意类联合党委的领

导下开展各项党建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加强与党委其他协会支部的横向联系与资源对接

工作，切实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我们将与全体理事会成员一起风雨同行，攻坚克难，脚踏实



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                        ShenZhen Fashion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明浪路 3 号 903 室 

电话：0755-23773594 邮箱：sfca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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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好协会各项工作，发挥协会平台价值。以上内容，提请理

事会审议。 

                  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 

二 0 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