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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 

2021 年工作总结及 2022 年工作计划 

 

尊敬的会长、各理事单位及各企业代表：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我们告别了努力奋斗的 2021 年，迎

来了充满挑战的 2022 年。过去的一年中，协会在会长、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理事单位、会员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严格按照协会章程及各

项规章制度的要求，充分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服务会员的同时、

积极建立资源共享、人才培训、知识产权保护的平台，切实履行协会

职责，认真完成各项工作。现将协会 2021 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2021 年主要工作总结： 

（一）以政协提案为契机，建言献策推动行业发展 

    会长罗峥作为市政协常委对行业的发展尤为关注。以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为通道，在 2021 年以《关于深圳加快打造“时尚创意之都”

的几点建议》《关于将深圳建设成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时尚城市的建

议》两篇提案提出了对时尚创意产业的真知灼见。罗峥建议政府应与

基金平台合作，打造“深圳时尚创意产业基金”，为优秀企业提供投

融资服务；建议深圳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将

深圳建设成为全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时尚发展之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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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产业企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协力合作，一起消除浪费和污染，

确保服饰材料得到循环利用，并将其作为一座城市时尚文化产业“可

持续性”发展的标志。在“打造我市优势产业链，保障重点产业链安

全”调研工作中，罗峥作为市政协时尚创意组组长之一，带领组员通

过走访、座谈、深入调研时尚创意产业类的企业，为《关于打造我市

优势产业链，保障重点产业链安全的提案》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该提案为覃伟中市长领衔督办的提案。 

（二） SFCA 知识产权保护站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2021 年 1 月 13 日上午，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站揭牌成立。协会秉承“搭建桥梁、整合资源、稳抓实

干”的服务宗旨，充分发挥平台的核心作用，为会员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综合服务，全方位助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创意发展，

提升行业应对国际国内竞争的能力，坚持不懈地推动深圳知识产

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SFCA 深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邀请了多

位深圳市知识产权方面专家多维度解析时尚创意类企业在知识产权

中所遇到的问题，讲座惠及上百家企业，近 500 余人参与活动。SFCA

知识产权保护站培训的内容有：《知识产权助推品牌企业成长》《直

播风口下的知识产权》《文化创意企业的知识产权与风险防范》《时

尚企业的原创设计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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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时尚创意产品的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电商店铺中的字体侵权预警及应对》和《企业

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每一期培训主题都尽力结合时尚创意产业

的特点，为企业提前阻止或预防侵权行为发生，避免给企业或个人造

成经济、名誉损失。 

（三）第九届东方美学引领世界新时尚国际论坛圆满成功 

2021 年 12 月 18 日，由深圳市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主

办、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承办的“第九届东方美学引领世界新时

尚国际论坛”于大浪时尚小镇举行。由于疫情防控要求，活动采取线

下与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来呈现东方美学各向度的精彩内容。来自深

圳市时尚创意、工业设计、服装设计、文化传播、主流媒体等领域的

上百位嘉宾与线上观众一起见证论坛盛况。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与李枪、张建民、李薇三位主讲嘉宾以“东

方美学密码”为主题，分别从《东方美学密码的物质化转换》《东方

美学与品牌创新实践之路》《设计创作中的“道与器”》三个角度，

分享了东方美学在当代艺术界、工业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以及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和未来可能性。公众不仅从名师大家的思想与洞见中感

知东方美学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也找到了东方美学能够引领世界新时

尚的“密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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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入深圳市科协，文创与设计联合会、社会组织总会，提

升协会影响力 

为加快协会企业时尚产品与科技融合的步伐，实现时尚和科技的

跨界合作的更多可能，推动协会服务企业能力的提升，协会于上半年

已成功加入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未来协会将与市科协等社会团体联

系更加紧密，借鉴学习、协同进步，在深圳“双区建设”中发挥所长，

贡献所能。为加强与深圳设计创意类企业的学习、交流、合作，协会

加入了深圳市文化创意与设计联合会，成为其副会长单位，进一步扩

大了协会在深圳时尚创意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协会作为深圳社会

组织总会的会员单位，通过参加总会组织的培训课程与各项活动，不

断提升协会的管理运营能力。 

（五）提升服务会员能力，人才培训先行 

SFCA 时尚公益大讲堂是协会服务企业人才技能提升的品牌活动。

上半年协会紧随经济发展趋势，了解到新经济与新零售时代下，

分销渠道新颖多样，直播带货在疫情之下对企业复工复产具

有显著贡献。协会秘书处通过不断寻找，试课体验，组织参

加副会长单位尚流传媒和上海见解传媒《服装产业自播红利

大战》培训；联合协会会员企业来就行短视频直播电商学院

分享兴趣电商等内容，助力企业快速决策，果断布局电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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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同时加强与理事单位马兰戈尼深圳学院的合作，为企

业打造专属时尚领域的知识讲座，不少会员企业组团来学习，

收获满满。 

（六）筹建专委会，拓展市场，提升协会影响力 

为聚合行业资源，拓展市场，提升协会影响力，协会上半年了

成立两个专业委员会，分别为数字营销、时尚家居专业委员会。专委

会成立后将充分发挥行业平台和智库作用，聚集专业人才，吸引更多

有志之士加入专委会，加强联动，共同推动时尚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

发展。 

（七）积极走访企业、服务产业发展 

     2021 年协会走访了常务副会长单位竞赛科技、副会长单位梵思

诺、卡尔丹顿、尚流传媒、理事单位矩牛科技、鼎创广告、一骑绝尘

服饰；会员企业，万众城集团、根聚设计、夏丹露鞋业、玺承电商、

智胜知识产权公司等近二十家企业，了解企业运营情况与需求。有针

对性地开展了三场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两场高端时尚产业知识培训，

学习天安云谷国际化智慧社区运营经验等活动，受惠人员近三百人。 

（八）做好会员企业宣传工作 

    2021 年协会秘书处认真做好会员企业日常服务工作，通过时尚简

报、微信平台、社群、抖音、视频号等平台，不断发布行业趋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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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推广企业品牌形象。共发布时尚简报 52 期，微信推文 104 篇。

目前时尚简报已成为会员企业获取时尚产业资讯的快捷通道，深受好

评。 

（九）严格规范规章制度，促进协会有序发展 

2021 年，协会依据章程规定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了二届三次、四

次理事会，并按要求完成 2020 年社会组织年审。同时按社会组织管

理局要求开展协会自成立以来的自查自纠等工作，得到了上级管理部

门的认可。 

（十）坚守信念，稳步推进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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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理论武装统领思想政治建设，将学习教

育放在首位。协会支部党员们一起通过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学习党的

历史，努力提高自身的觉悟水平和政治高度。支部全体党员还在党的

百年华诞之际制作了视频祝福，每一位党员通过视频方式为伟大的党

的生日献礼。因为疫情持续，本支部组织多次线上学习。上级组织不

定期地安排一些专家学者进行线上直播课程，使得大家有机会通过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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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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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主要工作计划： 

经历过 2021 年大环境的瞬息万变，2022 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严

峻。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为协会发展找到突破口，并上一个新台阶，

是 2022 年秘书处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一）继续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继续以罗峥会长作为政协常委建言献策的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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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开展服务会员企业的技能

培训、时尚沙龙分享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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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扩大协会会员单位数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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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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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协会将努力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更好的服务会员企业、服务行业。 

（五）让专业委员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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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协会高精尖专业人才的作用，2021 年协会成立的专业

委员会将在 2022 年开始运营发挥作用，提升秘书处服务会员企业的

能力与品质、让协会更具凝聚力与影响力。 

（六）加强党支部工作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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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党委其他协会支部的横向联

系与资源对接工作，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扩大我协会影响力与

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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