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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设计品牌
动力源自顾客肯定
不拘谨于风格所框定为指导的设计思维，让设计感动空间，让空间释放心灵！
Cactus Art Design & Furnishing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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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小档案
创业日期：
1993 年
初始员工：
3人
Cactus Art Design & Furnishing 成立至
今近 18 个年头，以为顾客解决问题为根本目
的，受到顾客的好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设计行业独树一帜，在激烈的竞争中分得
一杯羹。
追寻 Cactus Art 发展道路，你会发现这
是一家注重品质，强调服务的室内设计与装
潢公司，多年来坚持走品牌路线，提倡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以不断创新的经营思路，
与时并进，18 年来傲立市场，探究其成功的
奥秘，你会发现，其成功的砝码就是坚持优
质服务，以人为本。

办公面积：
2500 平方尺
现有员工：
11 人
从事行业：
室内设计与装潢
办公地址：
33 Ubi Ave 3
#05-40 Vertex
Singapore 408868
联系方式：
(65)67744515

Proposal (C)

(65)67735691(Fax)
Black line 1.1pt

Pantone 1595 c

Grey 50%

Grey 25%
Black 100 %

Grey 35%

Font: TAHOMA Pantone color code: Black Pantone Orange : 1595 c

电子邮箱：
cactus@cactusart.com.sg
企业网站：
www.cactusar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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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求生存 以服务谋发展
Cactus Art 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商务会所、大型公共场所、店面、学校等
专业室内设计机构。 由一支富有经验的年轻国际化团队组建而成，是一个成长型和思考型
的公司，有很强的团队凝聚力，团队精诚合作，彼此共同协作，具有卓越的专业素质和服务
意识，能够纵览全局，以独特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能够准确及时把握市场定位，用全局
意识来引导设计，用设计质量来提升成品价值，做到“入乎其内，超乎其上”，实现开发理
念与设计构思的最佳融合。
Cactus Art 18 年来坚持“崇尚自由，追求完美”的设计理念，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卓
越精细的施工过程，为广大顾客提供全程优质的服务；公司坚持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
誉求发展”的经营理念，为客户量身打造每一个服务项目，让每一个项目都能充分满足美丽
优雅的视觉享受，也能享有安全舒适的实用性。
以客户的需求与满意为核心，不断努力，创新，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是 Cactus Art
多年坚持的不二法则。为了更有效地为顾客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优质服务，多年来，Cactus
Art 拥有长期合作的承包商和供应商，能有效控制成本，使客户获得最直接的利益。在设计
方面，公司始终坚持用最佳的设计和最贴心的服务质量来回报顾客，让顾客既省事又省心！
此外，Cactus Art 还拥有同行业其他设计公司无法比拟的强大的跨界设计服务平台，与
众不同的设计团队与服务理念，利用国际专业的设计经验、国际化的设计团队和多元化、一
站式的服务理念，结合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确保客户得到最独特的设计体验、最贴心的
设计服务以及最难忘的合作经历。与本土商业模式的完美结合，Cactus Art 近年来在迅猛发
展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不凡的项目业绩，完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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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
顶尖设计师带来好评如潮
Angie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设计师出生的
她自称是“摸着石头过河”将公司经营至今。毕业后，
她就职于一家设计公司做一名室内设计师，工作了两年，
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她开始自己创业的历程，Angie 称创业
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今天的成
绩颇感欣慰。
她说遗憾当年没多打几年工，积累更多的经验，也
许企业不止今天的成就。然而，Angie 却不后悔，回首一
路走来的历程，她很感恩，感恩历经挫折却最终战胜了它；
感恩挑剔客户促使企业成长；感恩公司设计师、员工以
及合作伙伴，他们的付出使得企业茁壮成长，今天的成
就是昨天的努力，也是明天的基础。
创业初始，Cactus Art 只做住家的设计与装修，到
了 2005 年，凭借新颖的设计、精细的施工、合理的价格，
人性化的一站式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扩大到办公室设
计、店面设计、学校等，客户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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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设计师出生的管理者，Angie 在经营过程中也不断学习着、成长着。在她当
设计师的时候，设计草图是靠手工绘制，如今，设计人员在不断扩大设计视野的同时，还得
运用电脑所提供的各项硬、软件技术的支持，学会运用电脑制作设计草图。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有远见的 Angie，在多年前毅然投资在电脑与软件上，
成功的把公司转型以电脑绘画制作设计，因为她认为许多通过电脑制图表达的设计效果是
传统手绘技法所无法达到的。为了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Angie 坚持与时并进，她为了了
解与更能掌控公司电脑绘画的水准，率先报读了电脑绘图课程。科技为 Angie 和 Cactus Art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栩栩如生的设计图，让她带领的设计团队更上一层楼。

公司多年来做的不是简单的设计，而是希望通过与众不同的设计方式，给顾客带来高利
润高回报，“把顾客的目标作为我们服务的目标，和顾客并肩成长”，是 Angie 多年坚持的
原则。她深信，顾客的回报率将远远的超过他们所支付的装修费用成本。把顾客的成就放在
第一位的 Angie 也因此拥有很忠实的顾客。
Cactus Art 一路走来离不开与它并肩多年的供应商和承包商。Angie 告诉记者，与公司
合作的供应商和承包商都有十多年的历史，每当将设计图纸交到合作方手中，他们在工程中
都会严格按照实际的要求选购正确的材料，在施工中不偷工减料，严把质量关。而 Cactus
Art 为了确保工程进度及质量水准，还会派出专门人员，监督承包商的工作，对原材料的品
质进行验收。严格的工程管理，为圆满完成设计做好了最后一道保护伞。
毋庸置疑，在 Cactus Art 18 年的发展中，靠自己的专业水准协助不少年轻企业和起步
企业树立了全新的专业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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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热烈追捧

撰文赞扬品质卓越

Cactus Art 多年来备受各界顾客好评，从如云的好评中筛选出一部分，正是有了这些忠
实跟随的顾客，才有公司多年来追求品牌不懈的努力。

Beijing101 Hair Consultants

总经理 张乐小姐：

“北京 101 与 Cactus Art 合作多年，他们的设计既美观
又实用，尤其是对空间的设计与安排上，他们能让原本
有限的空间变得让人充满惊喜，而没有一点拥挤的感觉。
Cactus Art 的工作效率高，时常能再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高质量的项目，而且售后服务也很好，让我们觉得与他
们合作很放心。”

Dassault Systemes Singapore Pte Ltd
Finance Director Mr Edmund Lim: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Cactus Art Design &
Furnishing has plan and deliver to us a working business
office to our full satisfaction. "

Beckhoff Automation Pte Ltd
Managing Director Mr David Chia：

“ The whole renovation process is very smooth and you
have been cited by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contractors they have flexibility in
coordinating with our other contractors. "

辅仁预科学院

总裁 李威小姐：

“与 Cactus Art 结缘已经有 6 个年头，我的 3 个学校校舍都是 Cactus Art 和总裁 Angie 落力打造。
2006 年，我筛选了 10 多家设计公司，是 Angie 清新优雅的设计方案，懂得付出的服务精神，
对客户的尊重，以及后来施工中坚持质量第一，品质第一的原则性，让我从此坚定了与他们合
作的决心。第二校区五易其稿，最后的实际效果，让人震惊，得到广泛好评，今年，第三校区
的装修工作，我自然留给了 Cactus Art 和 Angie，选择他们就是选择品牌，最高的艺术就是分
寸，Cactus Art 和 Angie 总能让我们企业找到需要的那份服务，选择他们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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