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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高端绿植品牌



花 开 是 绚 烂 的

触 摸 是 简 单 的

匠 心 是 繁 复 的

欣 赏 是 简 单 的

艺 术 是 丰 富 的

美 是 简 单 的

我们用最繁复丰富的匠心，给予您最简单而舒适的美的享受。

花匠社是 Element  P lus 旗下的全新绿植品牌，从种下一粒花种、

悉心呵护幼苗、修剪枝叶形状、到一盆生机勃勃的绿植，多重繁琐的

程序，最终化繁为简来到您的身边。

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追求办公和家居环境的绿色设计，

期盼在室内设计中实现绿色植物与室内装饰相互融合，在设计中

强调光、色、形、质、物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的自然化处理，为形成

良好室内生态环境和自然意境氛围提供基础条件，满足人们对设计

美学、空间品味和生活趣味的追求。

花匠社创造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浪漫与温馨，更存一番自得其乐的

艺术品鉴和人生哲理。我们制作的是匠心独运的艺术作品，我们

只做用心的产品。

绿色的寄语

[ 简 单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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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



匠心设计  时尚前沿

花匠社秉承Element Plus独有的设计主义精神，

一直为爱马仕、保时捷、玫琳凯等时尚公司服务，

多年保持独到的设计品位和时尚触觉。

选用最具有时尚办公气氛的绿植花卉，成为办公空间不可或缺的亮点。



高端品牌  智能养护

花匠社独有的养护技术，使植物不再保鲜短短数日，更不用隔三差五的浇水。

从种子到您手中，需要历经 21 道工序，10 次质检，我们的植物需要在

花匠社精心培育并观察 3日，确保它万无一失后，再送到您的手中。

花匠社的花盆，有艺术性和功能性的最高要求，选用德国知名品牌

LECHUZA, 曾荣获德国设计奖、红点设计大奖（RED DOT DESIGN 

AWARD是世界三大设计奖之一，一直被冠以“国际工业设计的奥斯卡”

之称）。花盆使用环保材质：PP 聚丙烯树脂，无毒无味，是目前所有塑料

材质中最轻便的材质之一。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制品在 100℃以上温度

进行消毒灭菌，在不受外力的条件下，150℃也不变形，脆化温度为 -35℃。

花匠社的养护技术采用德国高科技自动灌溉系统，每个花盆中配有专属

试管和营养土，它会清晰标识水位，实时监控水量，提醒浇水时间。避免

植物根与水的直接接触，防止烂根。还有 Lechuza 的特别基质，含有火山

石、沸石、浮石和有机氮颗粒，具有吸附性及缓释型，模拟植物大自然的

生长环境，能有效提供植物充足的水分及养分促进植物生长，和普通的泥土

有很大的区别。



花卉特供  品质保证

花匠社的绿植花卉有自己的研发基地，与上海鲜

花港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鲜花港占地面积为 28

公顷，花卉品种达 300多种，且持续进行新品种

的改良和研发，为我们提供独一无二的绿植品种

和高品质的花卉，为花匠社的花卉种植、新品研发

提供最一流的生产线。



花匠社的园艺师们如同照顾婴儿一样照顾每

一盆绿植花卉，他们不仅有养护实践能力，还

有专业的理论水平。所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对绿植花卉的时刻变化具有应对能力。花

匠社的每一名园艺师不仅懂得花卉的种植和

养护，还具备色彩搭配和极高的审美能力，对

园艺设计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让花

匠社的每一盆植物不仅仅是一盆简单的植物，

而是一件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不管是对待企

业还是个人用户，我们都用心做好每一件产品。

花匠社的园艺师提供全天候的服务，精心呵护

给予最贴心的关怀。

专业护理  贴心养护



个人用户：我们从高端企业用户的配套服务升级

到个人，我们只希望把最专业的养护体验带给更多

的人。

丰富服务  惠及居家

企业用户：我们为企业提供包月租赁服务，专业园

艺师上门养护，实时监控植物状态，设计团队秉承

的原则是：办公室绿植不仅富有表现力，而且必须

利用空间原则，合理规划企业的空间，从风水上、功

能上、设计师为客户提供最周全的植物空间方案。

花匠社具有专业团队配送服务，24 小时内全城送

达。专业的空间陈设方案，满足不同场合需求，我们

针对企业用户、个人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



百种组合  会员独享

会员尊享：百种植物任选，专属设计团队为您定制专属方案。

会员福利：定期更换新鲜绿植，保持花卉的鲜活力。

会员折扣：专享的生日礼品。

会员活动：定期举办高端沙龙活动。



花匠社与爱马仕、保时捷、玫琳凯等高端企业客户达成长期

合作，也是众多 500 强企业的长期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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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PM  环贸

VIVAKI 阳狮集团

FBD 富尔德

HIGGS 上海慧鸿国际

Mary Kay 玫琳凯

IFC 国金中心

CHUBB 安达保险

HERMES 爱马仕

JLL 仲量联行

KPMG 毕马威

Rothschild 洛希尔

ChinaPNR 汇付天下

DIAGEO 帝亚吉欧

GE 通用电气

EA 美国艺电公司

澳大利亚旅游局

沪南路世联财富



以简御繁



爱马仕以精美的手工和贵族式的设计风格立足于奢侈品的颠峰。

针对它奢侈、尊贵的品牌形象，我们的设计方案注重营造一种奢华、

高贵的形象，选用高品质的植物种类和花盆，让植物既融于爱马

仕的整体风格，又拥有自己独特的亮点。5 支蝴蝶兰放置在前台

桌上，如意皇后放置在客户等待处，让无聊的等待时间多个观

赏物。一盆触顶天堂鸟放置在开放空间，给人一种大气尊贵的

感觉，7 盆广东万年青放置在公司各个角落，点缀着每个小空间，

梦幻粉掌放置在白粉相间的沙发旁边，白雪公主放置在以棕色

的沙发边上，独特的色彩搭配给予观赏者美的享受。

HERMES 爱马仕



玫琳凯是全球高端的直销彩妆产品之一，玫琳凯在美国市场以昂贵

高雅的气质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玫琳凯女士经常说的，这是一家

“用心”来做的公司。根据玫琳凯的理念和员工大多数是女性的特点，

我们的设计更注重营造一种比较温馨的氛围，选用一些色调比较柔和

且高雅的植物，将具有热带风情的夏威夷椰子放在客户洽谈处和楼梯

转弯处，如意皇后放置在开放空间的桌子，两盆海棠放置在长形会议

室桌的中心，为原本严肃的会议环境注入生气，从顶部落下的灯光让

鸭脚木在走廊尽头熠熠生辉。设计师的独到设计让员工有“公司和家

一样舒适”的感觉，又不失玫琳凯式的女性气质。

Mary Kay 玫琳凯



DIAGEO 帝亚吉欧

帝亚吉欧占据着全球洋酒市场的巨大份额，这家

年轻的企业秉承着“永远向前，Keep Walking”

的精神开拓市场，小白掌放置在玻璃窗前，成为室内

与室外的自然过渡，大盆的绿宝放置在客户的洽谈

空间和办公室提升企业的品位，将大盆的虎皮兰放

置在走廊与办公区域交界处，达到分割空间的效

果，蝴蝶兰放置在洋酒展示柜前的桌子上，让这个区

域不仅仅只是单调的洋酒展示，3 盆豆瓣绿分别放在

靠墙的原木色的桌子上，小巧可爱，让整个开放的

品酒空间增添了精致点缀。



毕马威是一家网络遍布全球的专业服务机构，专门

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服务。在前台放置一盆夏威

夷椰子，增添前台热情服务的感觉，在走廊的角落放

置一棵平安树，让角落的棱角变得柔和，在会议室放

置一棵绿宝，增加绿色的活力，螺纹铁放置在打印机

前，叶子独特的形状让枯燥的办公环境更有活力，我

们的设计方案注重每个细节，从植物种类的选取到

位置的摆放，都经过重重考究，让员工在严谨的办公

环境得到身心放松。

 KPMG 毕马威



美国艺电公司（简称 EA），是全球著名

的互动娱乐软件公司，主要经营各种

电子游戏的开发、出版以及销售业务。

根据 EA 公司的特点，我们将两盆高

低错落的粉掌摆放在 EA 公司入口，

粉掌的修饰让墙上的 LOGO 显得不

单调而有活力。一盆如意皇后摆放在

客户洽谈区，叶子的颜色与橘色的座

椅相互呼应。四盆绿宝摆放在过道旁，

给人一种引导感，又巧妙地将过大的

开放空间分为两个空间。两盆豆瓣绿

摆在开放空间的木质长桌上，让员工

在休息之余，亲近自然。四盆大型杏叶

藤将办公区域与开放空间区分开来，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轻松、自由。

EA 美国艺电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简称GE），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技

术和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根据其简约的装修

风格，我们也采用“马蹄莲”为主的植物来装饰公司

的开放空间，在靠窗边的长桌上排列高低错落的

马蹄莲和玫瑰，让员工在休息的时间欣赏花朵绽放

的美。在洽谈区摆放万年青，让客户放松心情。原木

色的方桌上也摆放着几盆马蹄莲，在灯光照耀下，

植物显得更加葱郁。

GE 通用电气公司



由繁入简



前台



玄关



会议室



总裁室



走廊

在走廊摆放绿植，有引导、延伸的作用。利用绿植将整体空间分隔开来，使空间各部分既保持各自的功能作

用 , 又不失整体空间的开敞性和完整性。墙角及楼梯的底部是一些难以利用又不好看的死角，这些让人发

愁的角落就都可以用植物来填充，使整个空间充满生气，弥补装修的不足 , 调整最终的效果。





开放
空间

现代建筑空间大多是由直

线形框架构件组合的几何

体，给人生硬冷漠感。在

开放空间摆放绿植，利用

绿色植物特有的曲线、多姿

的形态、柔软的质感、五彩

缤纷的色彩和生动的光影，

与冷漠、僵硬的建筑几何形

体和线条形成强烈的对比，

可以改变人们对空间的印象，

并产生柔和感，从而改善

空间空旷、生硬的感觉，使

人感到亲切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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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

将绿植摆放在室外，才算真正找回属于自己的家，绿植的装饰设计使室外和室

内形成自然的过渡，室内、外的绿化景色互相渗透、融合、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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