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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编制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中央企业在推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中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国碳排放的重点单位。多

年来，国资委督促指导中央企业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十三五”时期，中央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万元

产值能源消费量下降约20%，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约18%。

2021年5月，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发挥

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作用”。10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

确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积极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开

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迅速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组织制定推进中央企

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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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马第十届桅杆俱乐部会议圆满成功
2023年2月11日以“携手蓄力再启程，新品助赢开门红”为题的
2023山东玉马新品推介会暨第十届SPRIT桅杆俱乐部会议在山东玉马
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礼堂顺利召开。

山东玉马董事长孙承志先生

致欢迎辞

山东玉马副总经理崔贵贤先生

讲话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建筑遮阳材料分会王军先生

致欢迎辞

本次会议不仅是玉马的新品推介会

更是对疫情过后新形势下遮阳行业发展趋势的经验和交流分享大会

遮阳行业市场空间广阔，集中度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国内遮阳行业集中度在

过去十年间不断上升，国内行业较为分散，功能性遮阳行业TOP3公司合计市场份额占比仅7%。

和发达国家及地区横向比较仍处在较低水平，未来行业龙头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遮阳行业产品趋势·盈利方向·四大计划·品牌效益分享

四大支持计划

精准扶商计划

品牌合作计划

新秀培养计划

Precise business support programs

Rookie development program

Brand partnership program

New retail marketing platform program

新零售营销平台计划

会议总结了遮阳行业的市场情况和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工作的方向以新的

眼光审视现在，以新的目标定位未来，在创新发展中提升质量效益，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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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精诚合作奖、2022年度会

员与4S冠亚季、（精诚合作，

奋进写峥嵘；携手共赢，铸业

谋发展；力求卓越，品质领芳

华！玉马始终坚持客户第一桅

杆服务）

玉马森酷颁奖环节（2022年玉马选取经

典工程案例举办“玉马森酷杯”经典工

程案例网络投票活动，评选出了冠亚季

军：彭涛、徐天明、闫长江！由遮阳协

会王会长为获奖单位颁奖）

马上团作为线上团购平台，始终秉持”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运营原则，实实在

在为客户谋福利！2023新增——竞拍功能

，新产品公正公开前提下，价高者得！

桅杆俱乐部颁奖抽奖环节

马上团竞拍环节

桅杆俱乐部会议答谢晚宴

产品介绍

晚宴

精彩爆/香格里拉爆plus/梦幻爆/五防plus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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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玉马遮阳面料相对其他面料厂家来说有其明显优势！
2023年山东玉马总部新品推介会，有一款非常特殊性面料被拍
出“天价”！此款面料兼顾普通面料的实用性、装饰性的基础上功
能性加强，具备：防水、防火、防霉、防晒、防甲醛的超级五防效果
！新材料（首次采用高强低缩率特种纱线，好平整度的同时使用寿
命大大延长）新工艺（核心技术不怕模仿、既不能模仿我的花型、
又不能模仿我的功能！）、新产品（五防功能 PLUS⸺SC-TB50）！

超级防水：防水且不吸水，无特殊纱线外漏。杜绝水渍残留真正做到超级防水！
超级防火：德标B1、国标GB/T17591、美标NFPA701等防火测试全部通过，符合国家消防安全标准！
超级防霉：抗菌效果完全符合欧洲BPR法规；全系列产品通过SGSASTM G21防霉0级测试，保证霉菌28天不生长;ASTM E2149 抗菌
测试。
超级防晒:通过ISO-105-B04耐人造气候色牢度测试比普通的GB8427色牢度测试更加严苛，保证面料8-10年不褪色。
超级防甲醛：优质原生PVC，国际进口助剂原材料健康环保，不含甲醛，保护家人健康！
更适用于：医院、学校、阳台、厨房、卫生间等环境！
最好的产品⸺SC-TB50 五防PLUS
最优质的买家⸺广东佛山淏源窗饰

孙总⸺孙承军总经理多年来在做好市场分析、有策划、有针对性开拓市场，发挥多年的业务商谈经验，争取客户的认
同。与供应商进行最后价格谈判，严把公司采购成本，从而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对公司大项目的跟进，与客户进行全面的沟
通、保障项目的进展和客户对我公司的信心。自2012年成立佛山淏源窗饰制品有限公司，佛山淏源窗饰制品有限公司正式
注册在2012年，其总部设在美丽富饶的广东省佛山市。10多年来持续专注于窗饰遮阳产品的批发、销售及应用，始终秉承

“诚信、责任、品质、共赢”的企业价值观，致力于成为窗饰遮阳行业服务的引领者。主要从事室内成品窗饰，建筑遮阳智能化
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

究竟为什么？

玉马一款单品拍出31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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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我个人是很看好这款产品的，既是专利产品，又在功能上全面大升级，正如崔总所
说这款产品将是2023年的最强单品，强的很！我坚信这款产品也将会助力我今年业绩翻
番，再翻番！

!籾䖂䯤鲕䅂QMVT瀟跣載砎怇誤鑫崯䯩㚯崯酽呯㒄惤勢獰聶䯋

孙总：产品自身超强的优势，例如超强的防水效果，目前市面也有五防斑马帘，但市场客户
反应普通五防的防水效果还是不理想，玉马今年的这款五防PLUS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
题，还有最重要的是山东玉马专门制定的优惠政策，对我们今年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也是
非常的认可！

孙总：五防爆品的线下营销会议，同时呢挂样、样本支持，协助客户做好产品宣传，打爆五防PLUS！

籾䖂䯤巃㜨叆岄艊鰓鲶䯖壔梐鮪稜閔鎢慁醣䯖3134愾髦獉瑧褢䒅趵酺錼耡䯋



亭美好亭智能凉亭

创造美好户外休闲时光    充分利用户外空间

MHT OUTDOOR SMART REPLICA PAVILION

专业细致的品质把控 行业前茅的产品技术 温馨周到的客户服务

河南玖连遮阳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创造的专业性公司，主打智能电动凉亭，前身系尚品遮阳盘踞河南及周边市场23年
之久，深耕细作北方市场，懂遮阳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公司秉承“诚实守信，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为遮阳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
生态销售环境。

河南玖连遮阳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98803487

地址：新郑市郭店镇老郑新路与惠泽路交叉口向东200米亭美好亭

新亚洲风格

NEW ASIAN STYLE

01

欧式风格

EUROPEAN STYLE

02

 

新中式风格

NEW CHINESE

03

1.通体高强度铝合金，长寿命，防风雨，耐腐蚀
2.安装便捷，节省时间，安装只需4小时
3.线路螺丝等细节全部为隐藏式装配，安全又美观

4.用料实在，经久耐用，首家采用175*175内嵌十字筋立柱
5.人性化设计，大空间，顶部开合电动调节，导水式叶片，集成化排水系统，环绕式照明
6.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可选择性广

19 20



SC-TB50

防
水

防
火

防
晒

防甲醛

防
霉

五防功能 PLUS

五防功能斑马帘不仅具有斑马帘简约时尚的外观，更
是具有强大的“实力”⸺防水、防火、防晒、防霉、
防甲醛。强大的五防功能，符合了现代人对产品物美
质优的高标准定位，是时下大众追捧的热销产品

SC-TB50
五防功能PLUS

五防功能斑马帘不仅具有斑马帘简约时尚
的外观，更是具有强大的“实力”⸺防水
、防火、防晒、防霉、防甲醛。强大的五防
功能，符合了现代人对产品物美质优的高标
准定位，是时下大众追捧的热销产品

超强防火：德标B1、GT/T17591、美标NFPA
701等防火认证证书齐全，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超强防甲醛：上市企业采购PVC，助剂等原
材料健康，不含甲醛

超强防晒：通过ISO-105-B104耐人造气候
色牢度测试保证面料8-10年不褪色

超级防水

超级防火

超级防甲醛

超级防晒

超级防霉

适用场景：卫生间、厨房

适用场景：办公区域、厨房、工程需求

适用场景：阳台、阳光房等

适用场景：医院、家庭厨房、卫生间等

适用场景：医院、学校等

21  22 four explosive products 四大爆品 four explosive products四大爆品



超级防火

超级防甲醛

新材料

五防PLUS斑马帘首次采用
高强低缩率特种纱线，好平
整度的同时使用寿命大大延
长。

新工艺

不怕模仿！既不能模仿我的花型，又
不能模仿我的功能！

厨房油烟环境、低楼层、近楼间距等，窗帘也是厨房必不可少的实用性产品。窗帘防水、防火功能必不可少。玉马五防斑
马帘全系列升级PLUS版，超级防水、超级防火！上市企业采购PVC 、进口处理助剂，保证玉马五防功能PLUS斑马帘在油
烟环境下更能保持长时间整洁（且由于其防水性可定期用湿巾擦拭，保证窗帘可长期使用）

宽大明亮的阳台是大部分人的买房子时最受吸引的地方之一，喝茶、看书、种花等但长时间强光照射，易氧化褪色。
玉马五防斑马帘全系列升级PLUS版，超级防晒，保证面料8-10年不褪色。

由于玉马五防功能PLUS斑马帘不含甲
醛，书房、卧室等对环保要求严格的
场所。使学习、休息环境健康安全。

优质原生PVC，国际进口助剂原材料
健康环保，不含甲醛！

德标B1、国标GB/T 17591、美标NFPA701等
测试全部通过，符合国家消防安全标准。

2423 four explosive products 四大爆品 four explosive products四大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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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品质·客厅首选

·高端——产品功能差异化创新

·独创 真·除甲醛/三防功能/防火功能 B1级

·高端——产品花型差异化创新

·高质——A级质量标准

·高垂直度+平整度

·高闭合度

·TQM多重环节检验，品质稳定

·垂向结构完美适配客厅垂坠感，一体成

  型不限高度

·角度随意调节 / 阳光任意掌控

·任意眺望 / 自由穿行

·颜色任意搭配 / 且维护保养方便

DD6天空之境

DD8海洋泡泡

设计灵感：DD6设计灵感来源于大自然的雨滴，大
珠小珠落玉盘，形成不均匀垂落雨线。自上而下犹如
明镜，映射出雨后天空的澄澈湛蓝。帘幔拉动如水珠
随风起舞，意境优美。

玉马梦幻帘

色彩灵感 极致轻奢     ·玉马梦幻帘全系列防水



four explosive products 四大爆品 four explosive products四大爆品 2827

玉马梦幻帘
防火功能梦幻帘 B1级

三防功能梦幻帘：防水、防油、防污

FR-DD1/DD6/DDS1

AST-DD1/DDS1  三防梦幻帘

防火阻燃 Fireproof and Name-retardant

防水 water-proof

防油 Oil-proof

防污 Ane-rouing

采用优质纱线，加入特殊防火原料，并经过先进工艺处理，从而使面料防火。阻燃等级达B1级（GB/T 17591-2006），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fabric, adopt high quality yarn from listed enterprises, special fireproof materials are added,and
 the fabric is treated withadvanced technology, so that the fireproof and flame retardant grade of the fabric reachesGrade B1 (GB
/T 17591-2006), which is at the advanced level of the industry.

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使面料具备优秀的防水防潮功能。根据AATCC22拒水测试检测，
防水等级达到最高5级，源头解决窗帘受潮的困扰，给您一个干爽舒适的居家生活。        

玉马梦幻帘三防系列面料表层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具备优秀的防油功能，防油测试AATCC118测试等级
1-8级，测试结果为6级，具备超高防油功能。        

面科在编织后的表面上进行独有的高性能保护涂层(抗生、抗紫外线
等），面料表层被整体保护起来，不易受外界因素的比响，具有极
强的抗污染效果并经过AATCC-130防污等级观过，在织物表面无任
何污法残留，抗污等级达到5级标准。

独创 真 · 除甲醛功能梦幻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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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颜值·有内涵
High appearance has connotations

生活繁华却嘈杂，总需要拥有那么一丝宁静与平
和。雅致的窗帘，轻柔地将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给内心留出一个专属空间。居所的氛围、温度、
光线，都随之转变，生活就该如此随心所欲。调
光的同时也要注意面料本身带来的眩晕感。今天
我们通过不同维度，不同视角进行探索，更直观
的来了解拥有专利号的玉马防眩晕香格里拉帘的
奥秘。

· 为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精致感和气质格调

· 帘中贵族
· 香格里拉帘具有强烈的织物之美

全闭合·防眩晕

·大明星都爱用香格里拉帘
·专利号：ZL 2018 2 0390217.1

· 集合了窗帘的柔美，卷帘的遮光及百叶的调光翻转
更好的纱线·更好的工艺
高端进口纱线，洁净标准的生产环境12年织造技术
沉淀，特殊织造工艺及后整理技术保证了产品的均匀
度及光泽度视觉清晰度好。

独特三层组织结构
通过帘片与网纱的错位
实现调光功能
开合之间
彰显典雅的视觉效果
柔软细腻、典雅如纱、光控易如百叶，收拢却似卷帘。

全闭合·防眩晕
采用全新特殊织造和定型工艺
打造全闭合香格里拉帘
采用光学原理消除摩尔纹
防眩晕更舒适。

SP1/透光

SP10/遮光

SP6ⅩⅩ轻奢风格

ⅩⅩ现代简约

ⅩⅩ帘中贵族

高端的使用效果，差异化的结构循环，65mm结构循环设计，区别于市面普通香格里拉帘。

全遮光：差异化的结构循环区别于市面普通的胶粘香格里拉帘，一体织造成型，颜色饱满、使用寿命长。

柔软细腻、典雅如纱、光控易如百叶，收拢却似卷帘。



能制造欢乐的动画斑马帘

创新设计，专利产品
将图案设计为与网纱条纹规律相同的逐帧图片，开合间网纱与布面图案交替重叠，依托
人类视觉的“视像暂留”特性形成动画效果。

动画效果
窗帘及画面立体感强，有万马奔腾和风车的旋转效果。

适用场景

HL21-万马奔腾/HL22-大风车

儿童房
卧室等多种场所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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