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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40 年来，Glen Raven 始终致力于颠覆性的变

革，其始终走在全新伟大创意的最前沿。如今也

不例外，我们的客户同样如此。本期《Raven》将

介绍部分客户，以及 Glen Raven 提供的创意解决

方案。

墨西哥梅里达是尤卡坦半岛文化中心最大的城

市。充满活力的首府以其广泛的全球吸引力和经

典的殖民地风格建筑而闻名，深受西班牙、法

国、英国和荷兰风格影响。丰富多彩的建筑细节

与该地区的艺术影响力相结合，使其成为近期拍

摄我们 Sunbrella® 品牌特写的完美场所。

您将在封面文章中看到，梅里达为 Sunbrella 赋予

了生命，同时展现出该品牌为我们客户提供的无

限可能性。在 Glen Raven，我们与客户分享激发

灵感的热情，以及放飞想象力的最佳方式，而不

只是向他们展示如何用 Sunbrella 进行创造。

说到放飞想象力，Leslie Temple和 Paige Temple 
十分热爱水上活动。当他们踏上家庭度假之旅

时，其旅行包装不下所有装备，因此他们萌生

了一个想法，希望可以借此解决他们的问题。

Boatgirl 应运而生，这是具有卓越设计风格的一系

列手袋，在 Sunbrella 面料的帮助下可以防泼水并

抵御恶劣的天气。

纽约西塞罗的一家家族企业 Awning Mart 从标准

中汲取灵感。事实上，灵感可以说是该公司 DNA 
的一部分。半个世纪以来，Awning Mart 一直在

生产独特的住宅和商业遮阳篷，以提高户外活动

的舒适性。公司所有者依赖于 Trivantage® 实现其

业务创意，包括构思如何利用 Sunbrella 的颜色和

图案打造遮阳篷之典范。

最后，让我们聚焦南美洲，了解智利 Matrix World 
Group 如何专注于整个非洲大陆工业用阻燃服装

的技术设计、开发和制造。拉丁美洲对防护服的

需求不断增长，使得 GlenGuard® 系列面料成为

理所当然的选择。John Funk 带领我们洞悉其在智

利开设公司的决定，以及这一决定如何让其风靡

西半球。

如果定要在本期《Raven》中选择一个贯穿不变的

主题，那便是紧密交织的商业伙伴关系对全新合

作和想法的促成，从而不仅推动业务发展，更致

力于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有了营销导向型公司

对创意解决方案的悉心关注，下一个创意灵感为

您的业务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Leib Oehmig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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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达 
墨西哥匠心独具的多元文化为  

SUNBRELLA
®

 图案赋予广度和深度





在墨西哥梅里达，信风拂过棕榈树和灰泥

建筑林立的温暖热带街道。17 世纪以来，

梅里达成为了世界各地旅游者的家乡，他

们也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从荷

兰人到西班牙人，英国人到黎巴嫩人，建

筑和文化的影响力相互交叠，创造出一座

充满多元文化气息的城市。梅里达距离墨

西哥湾 22 英里，如今是尤卡坦半岛最大

的城市，也是美洲的文化中心。

2018 年 1 月，Sunbrella® 远赴梅里达，

以捕捉 Sunbrella 面料的迷人观感。

“这是我们在亚利桑那州和意大利拍摄特写

的延续，”Glen Raven 执行设计总监 Greg 
Voorhis 这样说道。“亚利桑那具有质朴的

户外之感，而意大利则展现了旧世界的历

史。这两次拍摄均聚焦于纯色和同色不同

调的图案。而在梅里达的拍摄中，我们希

望展示 Sunbrella 的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图案

和大胆醒目的色彩，并专注于室内环境。”

其中拍摄的许多面料均出自  Sunbrel la 
Makers 系列，其通过面料表达人类创造

力、匠心工艺和个性的价值，但 Voorhis 
还解释说此次拍摄不仅仅旨在推广单一的

系列。

“此次拍摄继续讲述 Sunbrella 可以为您带

来的价值。”Voorhis 说道。“我们的产品相

辅相成。我们在不断致敬之前的系列和经

典产品的同时也在展望接下来的计划。与

此同时，我们的团队（包括研发、销售和

制造）始终不懈地创新，通过创造新的纱

线和颜色来丰富 Sunbrella 的故事。”

梅里达是为这种面料赋予生命的完美场所。

漆白建筑、高耸的天花板和殖民地风格的外

观创造了展示绚丽色彩的理想背景。石墙和

地板与面料纹理形成鲜明对比，有助于在照

片上体现所选图案的柔和度。

我们想要寻找一
个能够体现我们
面料的手工艺质
感和艺术细节的
背景，帮助我们
讲述面料的动人
故事。”
GREG VOORHIS
Glen Raven 执行设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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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消费者都想知道产品背后的故

事或灵感。”Voorhis 这样说道。我们想要

寻找一个能够体现我们面料的手工艺质感

和艺术细节的背景，帮助我们讲述面料的

动人故事。而在梅里达，我们得以将旧世

界的特点与现代面料并置，与朴实的背景

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图片凸显出面料的耐久

性和耐用性。

“我们希望创造一种自然回归建筑的感觉，

植物从天花板垂落，枝桠通过敞开的窗

户延伸而入。”Voorhis 解释道。“这与面

料的鲜艳色彩和丰富纹理形成对比，表

明 Sunbrella® 面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

们还借助派对照片传达了相同的内涵，捕

捉到狂欢后的一片狼藉。尽管饮料洒落一

地，但 Sunbrella 的优越性能和易清洁特性

意味着您可以在家中舒适无忧而无需担心

弄脏您的家具。”

部分拍摄的重点是以新颖和创新的方式使

用面料，包括混搭图案，两种配色搭配用

于一件软垫家具。但设计师们更进一步。

从手工地毯和花边壁挂，到枕头、帷幔、

沙发和灯罩，照片中的几乎所有元素均以 
Sunbrella 面料或纱线制成。大多数点缀和

装饰物品均来自当地手工艺人。

“面料是房间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希望展

示它融入其中的众多方式。”Voorhis 解释

道。“我们希望为客户赋予灵感，向其展示

家具装饰并不是将面料融入空间的唯一方

式。我们希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

们创造美丽、独特和耐久之物。

“最终我们希望通过 Sunbrella 品牌的多功

能性和耐用性激励客户，并向他们表明，

想象可以化为现实。它传达了无限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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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院烧烤到店面入口，近  50 年来，

Awning  Mar t  始终致力于制造独特的 

住宅和商业遮阳篷，以确保户外生活的舒

适性。

“我喜欢从事定制项目。”Awning Mart 的
所有者兼经营者 Doug Loguidice 这样说

道。“帐篷之类的东西无非折叠收放。但对

于家庭而言，制作遮阳棚却十分特别。我

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定制而成，这令我干劲

十足。”

Awning Mart 是一家位于纽约西塞罗的家

族企业，由第三代经营，通过现场焊接金

属框架到缝制面料，创造定制的遮阳篷。

由于他们自己设计产品，因此他们可以提

供高度定制的产品，无论尺寸、颜色和图

案如何。

“我父亲于 1969 年开始创业。”Loguidice 
解释道。“他在地窖和车库中工作，为露营

和旅行拖车制作遮阳篷。”

公司从地窖起家，如今的的业务已涵盖商

业和住宅遮阳篷以及帐篷租赁。Loguidice 
的父亲于 1992 年退休，经过 50 年的经

营，该公司在纽约中心地区拥有稳定的客

户和良好的声誉。Loguidice 指出，从理

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但

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热爱自己每天

所做的事情，并为之感到自豪。对于他而

言，遮阳篷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因为它们

AWNING MART
50 年来在纽约市中心提供舒适的遮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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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功能和美学的角度适应住宅、商业

或任何建筑结构。

在 Loguidice 的任期内，公司的遮阳篷业

务已发展到纽约市中心近 200 英里半径的

范围内。在该范围内，Awning Mart 为超

过 350 为住宅客户提供了服务，他们根据

季节安装、拆卸和收纳遮阳篷。此外，他

们还在该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商业关系，忠

实的回头客包括 Lockheed Martin。

Loguidice 共聘用了 10 名员工，完成从设

计到制造乃至安装的遮阳篷订单，目前其 
4,400 平方英尺的车间近乎满负荷运行，

因此他们可能在今年扩大产能。他的子女

同样在公司任职：女儿是门店经理，两个

儿子则是安装人员。Loguidice 希望，他们

有一天能够从他手中买下公司，正如他们

兄弟从自己的父亲那里接管公司一样。

Loguidice 指出，他们一直采用的是  
Sunbrella® 面料，他注意到市场趋势正逐

渐转向 Sunbrella 提供的柔软亚克力外观，

以取代近年来热门的帆布材料。他注意

到，住宅消费者偏爱更柔和的外观，并将

遮阳篷销量的增加归功于那些愿意将住宅

作为娱乐空间投资（而不是花钱度假）的

潜在顾客。尤其在栽种小树苗和自然庇荫

较少的新街区，遮阳篷是为户外生活提供

必要舒适性的奢华选择。

公司最初的业务仅仅是拖车遮阳篷，如今

在不断发展以适应客户的偏好。从可伸缩

遮阳篷到凉棚遮盖，无论驱动因素是趋

势、来自互联网的灵感，还是对假日般后

院的渴望，他们的许多客户都有了更具新

意的要求。Awning Mart 团队还就设计以

及颜色、图案和材料的可能性向客户献计

献策。幸运的是，Awning Mart 拥有制造

和安装遮阳棚所必需的工具，以满足要

求。Glen Raven 的分销子公司 Trivantage® 
为该公司提供 Sunbrella 面料，具有遮阳

行业所需的各种颜色和图案。Trivantage 
还帮助 Loguidice 的团队为其客户定制遮

阳篷。

商业客户越来越偏好更柔和、更舒适的

外观，同时依旧提供高性能。在 Awning 
Mart，他们还为企业提供定制服务，并在

产品上手绘徽标和设计。

住宅和商业遮阳篷的业务均蒸蒸日上。他

们从家里的地窖起家，随后搬迁到占地 
1500 平方英尺、含焊接空间的建筑内，

后续又迁至如今 4400 平方英尺的空间。

Loguidice 表示，他们有可能在明年从这一

空间搬迁到更大的车间。

“当你是一家定制商店时，你可以在任何地

方建造遮阳篷。”Loguidice 这样说道。

他的客户指名要求使用 Sunbrella，而  
Sunbrella 的美名与 Awning Mart 半个多

世纪以来始终致力于开发的声誉也是相得

益彰，提供高品质和精湛的工艺。无论是

住宅还是商业，他们提供的产品都深具影

响力。

“我们没有打许多广告。”Loguidice 说道。

“我们制造的产品十分出色，因而没有必要

打广告。多年来，我们的品牌始终口口相

传。Sunbrella 的品牌声名卓著，人们都点

名要求使用，这与我们建立 Awning Mart 
的方式不谋而合。”

网站：theawning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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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ning Mart 员工在公司位于纽约西塞罗的总部完成从设计到制造并安装的遮阳篷订单。



SUNBRELLA 的品牌声名
卓著，人们都点名要
求使用，这与我们建
立 AWNING MART 的方式
不谋而合。”
DOUG LOGUIDICE 
Awning Mart 所有者兼经营者





BOATGIRL
强韧、智能、时尚

Temple 姐妹痴迷于水上运动。从划船到皮

划艇，从划桨到游泳，Leslie 和 Paige 一直

以北卡罗来纳州湖泊、河流和海洋为家。

“水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儿科心理

学家兼 Boatgirl 共同所有者 Paige Temple 
这样说道。“儿时，我的父亲几乎每周末

都会把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带到哈特拉斯岛

的海滩。我们露营、钓鱼、游泳、冲浪，

始终在水中和水边消磨时间。而当我们在

塔波罗的家中时，我们则会在河上钓鱼或

划桨。”

三年前，当她们在船上度过一整天后，注

意到所有装备均浸了水而且杂乱不堪，由

此她们不仅开始讨论理想旅行包的外观，

还有功能。经过反复试错和不断学习，

Boatgirl 诞生了。

“我们斟酌这个想法将近一年。”平面设计

师和 Boatgirl 共同所有者 Leslie Temple 这
样说道。“我们决定要么着手去做，要么就

不再提起。最后，我们决定放手一搏。我

设计了徽标，我们开始亲自采购从面料到

五金件的材料。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我

们与越多的人交谈，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当她们设计这款手袋时，Temple 姐妹们想

要避免“运用粉色并缩小尺寸”（借鉴专为

男性设计的产品并缩小尺寸）的常见制造

方法。相反，他们想要制作出一款手袋，

以解决其开展水上活动时遇到的常见问

题，且具有时尚感和高品质。

“ 我们想制作一款既实用又耐久的手

袋。”Leslie 解释道。“这意味着要使用不

会发霉，生锈或腐蚀同时防水不褪色的结

实户外面料。这些材料融合在一个独特的

设计中，将您的所有随身物品（钥匙、钱

包、手机）安全而有序地收纳在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手袋中，且易于拿取。”

从周末旅行包和手提包，到拉链小包和斜

挎包，Sunbrella® 是 Boatgirl 系列的完美

面料。该面料由 Glen Raven 的分销子公司 
Trivantage® 提供。

13

SUNB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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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制作手
袋理所当然的选择。
它具有抗紫外线和易
清洁的特点，这是许
多酷爱水上运动的人
士所认可的品牌。”
PAIGE TEMPLE 
Boatgirl 共同所有人





“Sunbre l la  是制作手袋理所当然的选

择。”Paige 这样说道。“它具有抗紫外线

和易清洁的特点，这是许多酷爱水上运动

的人士所认可的品牌。我们使用 Sunbrella 
海洋帆布作为主要面料和 Brentano 系列的

点缀，后者拥有迷人的图案和颜色，为手

袋平添特色。我们也很开因这是美国制造

的产品，与我们的理念相同。”

Boatgirl 手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亨德森维

尔制造，这令 Temple 姐妹深感自豪。

“我们很幸运能找到一家不仅来自美国，而

且就位于我们州内的制造商。”Leslie 这样

说道。“劳动力成本较高，因为这里的人们

工资只能维持生计，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

为经济做贡献，而且这个产品也不是很容

易损坏并被丢弃的劣质产品。支付更高的

费用以换取耐久的产品，这需要思维方式

的转变。”

但 Boatgirl 不仅仅是手袋；更是妇女和女

孩赋权、冒险和独立的信号。

“Boatgirl 无处不在。”Leslie 指出。“她们是

充满激情和动力的女性，以身作则，坚强

无畏。Boatgirl 坚强、聪慧、时尚并热爱

冒险。Boatgirl 代表了热爱水上活动的女

孩，但她们也以目标为导向，勤奋努力，

这是我们从小就养成的特质。”

在某种程度上，Boa tg i r l  品牌表达了 
Temple 姐妹献给其父母的爱，双亲为她们

灌输了 Boatgirl 理应体现的价值观：来自

父亲的熟练户外技巧，以及来自母亲的勇

气和决心。

“我们的母亲具有前瞻性思维，并且始终

教导我们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Paige 说
道。“在我们家里，没有所谓的男孩活动和

女孩活动。我们所有人都打篮球，并学习

Boatgirl 所有者 Leslie 
Temple 和 Paige Temple

15



如何给车更换汽油。她告诉我们，无论我

们对什么感兴趣，都应尽我们所能去做到

最好。她教导我们不要半途而废，这也是

我们希望向顾客传达的理念。”

Boatgirl 在 2018 年销售了第一款手袋，如

今已然蓄势待发。这对姐妹认为 Boatgirl 
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系列，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

“我们希望 Boatgirl 不仅仅是一个手袋品

牌。”Leslie 说道。“我们希望 Boatgirl 成为

一个代表和促进赋权心态并从事自己钟爱

之事的品牌。这便是我们的理念。”

网站：goboatgir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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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GUARD
®

 
面料
随着拉丁美洲对防火工作服的需求

迅猛增长，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智利 SPA Matrix World Group 总裁 John 
Funk 深知，防火工作服的南美和中美市场

已经成熟，潜力巨大，他说服其加拿大母

公司在 2013 年开设了圣地亚哥办事处。

虽然母公司 MWG Apparel Canada 在设

计和制造工业阻燃服装 (FRC) 方面获得了

广泛认可，但 Funk 很快发现，在另一个半

球成功推出新品牌并获得市场渗透并非易

事——即使整个地区呈现出需求不断增长

的种种迹象。

“我们坚信智利是进军拉丁美洲的理想出发

点，这是因为其稳定性和对外部市场的开

放性。”Funk 解释道。“我们开始尝试在贸

易展上建立品牌知名度，一如我们之前在

北美的运营方式。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投资回报率不佳。”

因此，Funk 决定在 Matrix World Group 的
营销方法中做出艰难的改变。他决定采用

更加人性化的草根方式，而不是参加大型

贸易展，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有时难以与

潜在客户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Funk 发现，规模较小的培训工坊和研讨会

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可供其与潜在买家建

立有意义的关系，并为其提供有关安全法

规以及 Matrix World Group 产品独特技术

和性能属性的教育。

“我们瞄准了少量的目标客户（10 到 15 个 

关键客户），并将他们汇聚在一间小型的

酒店会议室中，以展示我们的产品——但

更重要的是，便于我们了解他们的价值

观。”Funk 解释道。“这些研讨会是发展有

意义的客户关系、提供培训机会和共同确

定解决方案的完美平台。” 

很快，Funk 的方法便有所回报，Matrix 
World Group 在蓬勃发展的市场中站稳了

脚跟。Funk 将营销策略的变化视为 Matrix 
World Group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并自豪地指出公司至今仍与许多参加过他

首场研讨会的客户开展业务。

2017 年，Funk 创立了 Matrix World 
Group，作为一家独立于其加拿大母公司的

独立企业。除了国内的 FRC 市场外，Matrix 
World Group 目前还将产品出口到阿根

廷、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秘鲁等其他区域

性市场，以及较小的加勒比国家。他们甚

至开始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Matrix World 
Group 生产各种颜色和款式的高性能阻燃

衬衫、套头衫、连帽衫、裤子、工作服和

外套，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所有产品均

通过 NFPA 2112-2018 以及 ASTM F1506 
和 F2621 阻燃和弧闪保护标准的认证。

几年来，虽然其研讨会的规模和范围不断

演变，但 Funk 表示关键的战略一如既往。

“建立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始终在想方设

法建立人脉。”Funk 这样说道。“但现在，

我们希望为客户创造更加个性化、专注的

体验。” 

工人们需要比他
们本身更强大的
工作服。”
MATRIX WORLD GROUP 总裁 
John 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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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 坚信，客户和潜在顾客向往诚信、

产品质量和一流的客户服务。“如果你满

足这些品质，就能建立品牌忠诚度。”他
这样说道。

相对于北美，Funk 认为拉丁美洲的商业

关系需要更多的培养、追求和不懈的个性

化。但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北美企业似乎

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客户服务。Funk 在这种

出人意料的对比中看到了机会。

“尽管许多北美公司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对其

产品承担责任，但许多拉丁美洲公司采取

的立场是，一旦产品出售后，所有责任均

由客户承担。”Funk 解释道。“我们认为这

种开展业务方式是错误的，并致力于提供

最高水平的客户服务。” 

对细节的关注使 Funk 和 Matrix World 
Group 在发掘客户痛点方面独具优势，而

这一心态推动了不少产品创新。

举例而言，Funk 解释说 Matrix World 
Group 必须按地理区域定制其产品设计，

因为不同拉丁美洲人口的平均身高和体重

差异巨大。类似的例子包括为高摩擦部位

（例如膝盖）开发的织物加固。当 Funk 从
客户那里了解到，这些地区的服装质量恶

化已经成为公司员工所面临的的问题，而

且影响公司的利润时，他实施了一个解决

方案。Funk 表示，Matrix World Group 还
借鉴了运动服装行业的技术，例如解决热

应激和服装透气性的方法。

“工人们需要比他们本身更强大的工作

服。”他说道，“尤其是在极端和时而危险

的工作条件下，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寻找改

善我们产品的方法，以造福那些工人。”
 
在团队走访矿山并看到女性工人穿着男装

工作后，Matrix World Group 也发现了女

性 FRC 市场的空白。为此，Matrix World 
Group 专门为在具有弧闪或急骤燃烧的危险

环境下工作的女性开发了新的 FRC 系列。

“性别平等，尤其是在劳动力方面，现已

成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

题。”Funk 说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并没有 FRC 产品顺应这一趋势。” 

Funk 坚持不懈地寻求客户反馈，并渴望不

断提高 Matrix World Group 产品的质量，

并将其视为公司在拉丁美洲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他还对 GlenGuard® 大加赞赏，

自公司成立以来，这一直是 Matrix World 
Group FRC 系列的一大特色。

“我曾在运动装和时尚行业工作了 20 多
年。”Funk 解释说，“当我第一次了解到 
GlenGuard 时，我从未在 FRC 市场上看

到过类似的材料——我立刻意识到，由于

其舒适性、耐用性和性能的组合，它堪称

独一无二。” Funk 笑着补充道，“当人们穿

着同一件衣服多年，而面料的颜色始终如

初，人们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 

根据 GlenGuard 技术总监 Rich Lippert 的
说法，GlenGuard 从一开始便是 Matrix 
World Group 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伙伴

关系始终互惠互利，并且基于产品质量和

客户服务方面的共同价值观。”Lippert 解
释道。“当 John 向我们介绍 Matrix World 
Group 在拉丁美洲的雄心壮志时，我们完

全理解他的愿景，并且看到了在全球范围

内扩展 GlenGuard 品牌的机会。”



Funk 和 Lippert 均认为，正是对产品质量

的共同关注和对客户的无尽奉献令他们建

立了真正特别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一愿景使我们从该地区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并提升了  G l enGuard  的价

值。”Lippert 这样说道。“Matrix World 
Group 团队的服装设计理念、对细节的精

益求精和快速周转与 GlenGuard 的特性

相结合，创造了理所当然的契合度。”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 GlenGuard，那么 
Matrix World Group 的故事就会大不相

同。”Funk 说道。“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两

个品牌携手合作，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许多

年中共同实现成功和繁荣。”

网站：mwgchile.cl



GLEN RAVEN 全球网点
GLEN RAVEN, INC. 

   公司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7.6211

     奥尔塔马霍会议中心 
北卡罗来纳州奥尔塔马霍 
336.227.6211

GLEN RAVEN 亚洲

     公司总部/ 
制造工厂 
江苏省苏州 
86.512.6763.8151

   销售办事处 
上海市徐汇区 
86.21.5403.8385

GLEN RAVEN CUSTOM FABRICS, LLC

   Sunbrella 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7.6211

   安德森工厂 
南卡罗来纳州安德森 
864.224.1671

   伯灵顿工厂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7.6211

   Norlina Plant 
北卡罗来纳州诺莱纳 
252.456.4141

    海珀恩特展示厅 
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 
336.886.5720

   伯恩斯维尔工厂 
北卡罗来纳州伯恩斯维尔 
828.682.2142

     森伯里设计、销售与 
营销办公室 
纽约州纽约市 
212.925.4600

   森伯里工厂 
宾夕法尼亚州森伯里 
570.286.3800

GLEN RAVEN 高科技面料

     公司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7.6211

   Shawmut 公园大道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9.5576

STRATA SYSTEMS, INC. 

  公司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800.680.7750

STRATA GEOSYSTEMS (INDIA) PVT. 
LTD. 

  公司总部 
孟买 
91.22.4063.5100

   达曼工厂 
达曼 Bhimpore 
91.260.222.1060

   海得拉巴销售办事处 
海得拉巴 
91.9949.361.706

   古尔冈销售办事处 
古尔冈 
91.9871.102.146

   达赫利工厂 
古吉拉特邦达赫利 
91.992.043.2001

DICKSON-CONSTANT

  公司总部 
法国瓦斯凯勒 
33.(0)3.20.45.59.59

   Dickson-Constant Italia SRL 
意大利加利亚尼科 
39.015.249.63.03

   Dickson-Constant GMBH 
德国富尔达 
49.(0)661.380.82.0

 
   Dickson-Constant Nordiska AB 
瑞典 Frölunda 
46.31.50.00.95

   Dickson-Constant España 
西班牙巴塞罗那 
34.93.635.42.00

   Dickson-Constant Oddzial W Polsce  
波兰凯尔采 
48.510.080.502

   Dickson-Constant Nederlands  
荷兰布雷达 
31.65.434.56.24

DICKSON COATINGS

  Dickson PTL 
法国达尼厄 
33.(0)4.37.85.80.00

  Dickson Saint Clair 
法国圣克莱尔德拉图尔 
33.(0)4.74.83.51.00

SUNBRELLA/DICKSON

  安第斯地区/中美洲销售代表 
哥伦比亚波哥大 
57.310.461.0776

  南美洲销售办事处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59.89.9209.219



公司

物流

制造

分销

销售/服务

销往国

Glen Raven, Inc. 
1831 North Park Avenue
Glen Raven, NC 27217
336.227.6211
glenraven.com

公司/制造

   越南销售办事处 
越南胡志明市 
84.906.397.888

   印尼销售办事处 
印尼雅加达 
62.21.5289.7393

  大洋洲销售代表 
澳大利亚 Varsity Lakes 
61.(0)4.3299.5334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洋销售代表 
南非约翰内斯堡 
27.81.038.2788

  泰国销售代表 
泰国曼谷 
66.81.751.1447

  香港销售代表 
香港特区 
852.6850.4459

  菲律宾销售代表 
菲律宾马尼拉 
63.908.958.8404

  土耳其销售代表 
土耳其卡德科伊/伊斯坦布尔 
90.533.600.88.79

   印度/SAARC 销售代表 
印度孟买 
91.961.953.64.55

  中东销售代表 
阿联酋迪拜 
971.5.09519006

GLEN RAVEN 物流公司

  公司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 Altamahaw 
800.729.0081

   墨西哥城终端 
墨西哥墨西哥城 
011.525.55.561.9448

  新泽西州终端 
新泽西州里奇菲尔德 
800.729.0081

  加利福尼亚州终端 
加州园林市 
800.729.0081

   得克萨斯州终端 
得克萨斯州拉雷多 
800.729.0081

TRIVANTAGE

  公司总部 
北卡罗来纳州格伦雷文 
336.227.6211

  综合分销中心 
北卡罗来纳州梅宾 
877.540.6803

  得克萨斯州分销中心 
得克萨斯州欧林 
800.786.7610

  华盛顿州分销中心 
华盛顿州塔克维拉 
800.213.1465

  南加利福尼亚州 
分销中心 
加州工业城 
800.841.0555

  北加利福尼亚州 
分销中心 
加州海沃德 
800.786.7607

  科罗拉多州分销中心 
科罗拉多州丹佛 
800.786.7609

  佛罗里达州分销中心 
弗罗里达州迈阿密 
800.786.7605

  佐治亚州分销中心 
佐治亚州奥斯特 
800.786.7606

  伊利诺斯州分销中心 
伊利诺伊州埃尔姆赫斯特 
800.786.7608

  俄亥俄州分销中心 
俄亥俄州 Middleburg Heights 
800.786.7601

  密苏里州分销中心 
密苏里州 Maryland Heights 
800.786.7603

  新泽西州分销中心 
新泽西州桑莫塞 
800.786.7602

TRICAN 公司 

  分销中心 
加拿大安大略省密西沙加 
800.387.2851

TUNALI TEC

  库埃纳瓦卡 
墨西哥莫雷洛斯 Jiutepec 
800.00.88.6254

  瓜达拉哈拉 
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 
800.00.88.6254

  坎昆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坎昆 
52.998.279.3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