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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

家·装修

如果你正好有一套建筑面

积80平方米的新房， 严格按照

金牌415的施工项目和主材内

容进行对比核算。 到市面上均

以415主材配置选择， 正泰地

板、罗丹瓷砖、尚高洁具、金平

洋橱柜、 鸿润木门， 少说也得

420元/平方米， 算算看80平方

米新房主材得花 420元 /平方

米×80平方米= 33600元。 这还

不是全部， 基础装修按市面上

最普通的160元/平方米计算，

也得花160元/平方米×80平方

米 = 12800 元 ， 合 计

33600+ 12800= 46400元， 且辅材

还不是0甲醛的德国都芳乳胶

漆，也不是德标线管、水管。再看

看选择金牌415系列，415元/平

方米×80平方米= 33200元，基装

和主材全拥有，最终在创意家装

修 可 直 省 46400- 33200= 13200

元， 况且创意家装饰的辅材是0

甲醛的德国都芳乳胶漆，安全卫

生的金德线管、水管等绿色环保

产品， 完全可以满足客户舒适、

环保的家居环境要求。

（苏鸣宇）图据创意家

本周到创意家装饰 享跨年冠军工程

选金牌415�万元双虎家私免费抢

参加全年促销峰“惠”享全场厨电折上折

即刻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002-0402，抢创意家装

饰万元家私豪礼名额。还可约谈金牌设计师、免费量房、免费设计、

免费预算、免费省钱规划、免收税金、免监理费。省钱又享全场厨电

折上折，来晚了就没有了。

公司地址：成都市总府路王府井大厦C座1楼（靠华兴正街）

乘车路线：4路、8路、55路、56路、58路、81路、98A路

公司网址：www.cd-cyj.com� � � �

很多刚拿到钥匙的业主或是刚开始装修的业主最近面临着一个

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跨年装修。年底了，装还是不装呢？虽然跨年装修

会有工期长这一不足，但是设计、施工服务、优惠力度等方面都有很

大益处，可以说好处诸多。

要装修，要品质，最实在的是要优惠。本周来创意家定装修，用最

亲民的价格，就可享受到品牌主材和冠军工程。除此之外，还有万元品

牌家私免费拿。新家装了，不用东奔西走，就有双虎家私豪华家具拿，

这么大手笔的优惠，你说跨年装修是不是太值了！此次优惠名额有限，

你是抢还是不抢呢？

装修一站式搞定，

现在下单还能拿万元双虎家私！

什么叫“奢华性价比”，那

就是从设计到材料再到施工，

整个家装流程您都将享受到全

川独一无二的超值惊喜。 来创

意家，这种“奢华性价比”，你

就可以享受到。装修，省钱很重

要，但是工程质量更重要。好的

工程质量， 是你爱家重要的保

障。一直以来，创意家装饰都狠

抓工程质量， 每一个环节都苛

求完美，保质保量。在工程质量

PK 中， 到现在已经蝉联了5次

工程PK 冠军， 好的质量也带来

了顾客好的口碑。

曾在创意家装修的王女士

说：“作为一名上班族，忙碌的

工作和压力让我根本抽不出时

间和精力去考虑装修的事情，

可是房子总不能闲置着。 从论

坛和报纸上知道了创意家装

饰，怀着一种碰运气的心理，我

开始了装修之路。 装修时每一

道工序完成之后， 他们都会让

我去验收， 验收满意了才进行

下一道工序， 现在装修已经完

工，整体效果很漂亮，我也切身

体会到在创意家装修的好处。

服务周到、管理正规、质量有保

证、材料配送无忧，轻松完成装

修，真的让我很满意。”

冠军工程，追求的就是客户100%的满意

金牌415，追求的就是超高性价比

多年来，创意家一直精心致

力于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创意

家针对如今盛行的家装风尚和

蓉城业主家装的实际需求，特别

搭配出了具有超高性价比的金

牌415整体家装产品。 产品一经

推出，凭借其适中的价格，出色

的品质，品牌的主材，受到了蓉

城广大朋友的一致好评。用装友

们的话说：“如此低的价格竟然

能享受如此高品质的家装，真的

是没有想过，巴适得很！

金牌415所用材料都是大

品牌，如洁具有T O T O 、科勒、

尚高、 惠达等大品牌， 地板都

是品木、 正泰、 升达等一线品

牌，瓷砖有蒙娜丽莎、罗丹、金

舵等大品牌， 连五金都是啄木

鸟、 博盾等知名品牌。 为了让

你的家更有保障， 住得更舒

适， 我们始终用品质来证明。

金牌415所涵盖的材料，均是其

他公司5系甚至6系以上才有的

品牌。在创意家，你只需用415

元/平方米的价格就可以享受

到，简直是太值了！

用金牌415装新房，立省13200元

赠

创意家

百度一下

罗丹\安信\TOTO\蒙娜丽莎统统装回家，还有机会享受主材免费升级，

名额有限，只有18户，再不出手，就抢光了，抢订热线400-002-0402

18日是包括了家具、 家纺、

家电在内的首届成都家博会的

最后一天。当天下午4时，是新会

展中心6、7号馆为了退场而设定

的最后闭馆时间，然而仍有近千

名消费者，还在馆内争分夺秒地

做着最后的“拼杀”，意犹未尽。

原定下午4时清场， 最后直到6

时，现场商家才能从热情的消费

者中完全脱身，离开展会现场。

火

5天成交1.5亿元

抢购、热卖、脱销、补货……

这无疑是本次成都家博会现场

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汇。据

悉， 自12月14日开幕至18日闭

幕，短短5天，新会展中心6、7号

馆便迎来了13万人次逛展，现场

成交额达到近1.5亿元！“这简直

不是在卖货，完全是在‘抢’！”

商家们的调侃，成了对本次成都

家博会的经典总结。

据成都家博会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除了由8届成都品

牌家具直销周打下坚实基础的

家具直销专区销量持续稳健外，

第一次以展会形式在市民面前

亮相的家纺、家电直销专区更是

“一炮而红”， 受到大量市民热

捧， 并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

“紧急补货”的场面。

抢

商家急召加班赶货

水星、普伊康、居家宜、居比路

……12月14日，数十家四川家纺行

业的知名品牌，第一次抱团参加成

都家博览会。对于仍散落在百货卖

场、 居民小区的家纺品牌而言，集

纳家居行业消费链条的展会形式

的家博会，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市场

效应，商家们最初根本没底。然而，

首届家博会完全让商家们为之血

液沸腾： 耐用消费品———家具、家

电，消费者抢着买，甚至把一个月

的仓库存货量都抢空了。

开幕第一天， 不到上午11

点，居比路、海蒂斯曼、水星就开

始出现现场“缺货”的情况，商

家们不得不开始全城调货补货。

如果说第一天是个别商家现象，

15日则是全场告急，纷纷打开仓

库，全力保障。就在15日当天，居

比路不得不开始紧急召唤近100

名工人“白+黑”全天加班，赶工

整整两天。原来，连居比路仓库

里一个多月的存货都已经快被

调空了。而通宵加班的品牌还有

蒂娜等。

忙

宝马X6变货车

准确一点表述“凤凰毛毯”

品牌，是属于在这次展会上销售

“一般”的商家，而对于该品牌

总经理万西强来说，却是相当出

乎意料了：原本到现场看看情况

的万西强，自己都成了“货车司

机”， 而他那辆宝马X 6也成了

“临时货车”。

据了解， 在14日开幕当天，

消费者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

来。商家都招架不住了，进出调

货全用“跑”。忙碌的现场，让消

费者都忍不住帮商家拆起包来。

万西强更是当上了 “临时搬运

工”，两台厢式货车，往返四五趟

还根本“搞不赢”，他不得不亲

自上阵， 当起了 “临时货车司

机”，用自己的宝马X 6来回跑了

仓库两三次。

家居展会：

一次集体式抢相因

休闲、爱热闹、能精打、更会

细算， 这就是成都人的生活特

质，从摩肩接踵的大庙会，到万

人空巷的各种展销，再到如今对

深入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展会

的趋之若鹜，这就是成都人的消

费休闲生活。 成都人喜欢进卖

场，逛商场。在成都人心中，除了

每年7月份面向全国经销商的家

具专业展外，家居类展究竟是什

么样，有什么好处，却没有什么

特别感受。然而， 成都家博会填

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市场，带给了

大家最真实的感受，更开启了大

家的家居消费方式： 一次性、高

密度、高集中度、低价格的一站

式与厂家面对面的购物消费，一

次集体式的抢相因。

成都商报记者 黄利琴

承接产业转移

改写行业财富新版图

根据 《成都市商品市场布局规划

（2009- 2020）》及《成都市商业网点发

展规划（2004- 2020）》，成都未来四大商

品市场集中发展区， 要求以区域性商品

市场为龙头， 进行产业布局和物流设施

规划，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同时大力发展

电子商务，形成业态集聚、功能完善、交

易现代、 特色鲜明的商品市场集中发展

区。根据规划，建材家居市场将随各类商

贸市场一起纳入整体规划， 外迁至三环

以外。 作为四大商品市场集中发展区之

一的青白江区大型商品交易市场， 正是

成都市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 主要经

营建筑装潢、金属材料、五金机电等商品

类型。 现已有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等10

个项目强势入驻， 成都北部建材市场聚

集区初步显现。“打造西南最大的建材、

机电商品集散基地和成都大宗商品交易

中心”将成为该区域未来的重要目标。

上万亩的规划， 数百万平方米的商

业体量释放， 势必带来产业的新一轮变

革。 地处青白江建材家居产业聚集地的

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 从规划开始就以

“西部建材家居总部”为发展目标，勇于

承担产业转移的重任， 改写行业财富新

版图。项目预计总投资43亿元，建筑面积

120万平方米， 是集产品与品牌展示、加

工与配送、现代化物流与仓储、电子商务

与信息交易、国际性会展、产品研试及商

务办公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国际性市场。

市场四面环路， 充分保证了货运物流的

便捷。规划完整，布局科学合理，以知名

品牌的总代商家为主要客群的市场构

成，周边物流、仓储配套完善，与众多知

名市场企业为邻，将汇聚全球顶级品牌，

二三级分销商为主要消费客群的市场定

位， 让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从源头上区

别于其他大型建材市场。

十年成功运营经验

华川银地再续“财富传奇”

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的 “西部雄

心”，源自于其拥有十年本土市场运作的

经验。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的“前身”是

以型材起家的鑫盛达市场， 完善周到的

服务， 成功吸引上千位身家丰厚的建材

老板的追随， 十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行

业成功经验， 完成了覆盖西部的行业经

营链条。从货源到终端，建材商家都能在

华川的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赢利之

路。而今，随着北改工程强势推进，老建

材市场外迁已经开动，经过十年培育，众

多品牌的总代商家依然将华川银地作为

自己财富增长的平台。

倾力打造西部建材批发总部 2013年1月6日A区盛大启幕

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 引领未来财富浪潮

如果只挑一个动词来形容成都人是如何看待成都每年近

400个展会的，12月14日以前，你可能会想到“逛”字，12月

14日以后，你肯定会想到的是“挤”或“抢”。因为如果你刚刚

参加完包括家具、家纺、家电在内的首届成都家博会，看现场人

气之旺，消费热情之劲，效果之好，要说是“挤展会”、“抢展

会”，那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商家卖得货品脱销、仓库空了、工人通宵加班赶货，消费者

早上6点就出门赶往9点半才开始营业的展会现场……一场消

费者尽情疯狂“抢购”了5天的成都家博会，完全创造了一种

成都人家居生活消费的新模式：“抢”展会。

13万人次“抢”火成都家博会

老板现场补货忙

宝马X6当货车

成都北部门户青白江， 以先进

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工业为其发展

注入了血液。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 以及借助北改工程的强势推

进， 青白江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跨

越式发展。 凭借其强大的铁路物流

优势，一大批专业市场趁势而起，成

为青白江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新亮

点。其中，预计总投资43亿元，总建

筑面积约120万平方米的华川银地

国际建材城， 凭借十年行业运营经

验， 志在打造西部建材批发总部基

地， 风头正劲。2013年1月6日，这

艘西部建材航母即将盛大启幕，必

将成为商家财富的孵化园， 引领家

居建材行业的未来财富浪潮。

华川银地，10年来致力于与商家共赢的

宗旨从未改变，而除了10年来形成的强大行

业影响力，以及为项目完善配套之外，作为

一个专业市场，最重要的无疑是口岸。地处

青白江弥牟镇以南的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

位于新都和青白江交界处的门户地带，处于

货运大道与国道108（

大件路

）交汇处，四面

环路。成绵乐高铁、成青高速、成绵高速等纵

横贯通；宝成线、达成线、成渝线、攀成钢铁

路专线等各条线路融会贯通。距离成都市区

18公里，离双流机场40公里，距成都火车北

站20公里，离亚洲最大的集装箱编组站———

成都集装箱中心站仅1.6公里， 成就了华川

银地国际建材城市独有的交通、物流优势。

注重长效经营

引领产业发展未来

身处青白江大型商品集中交易市场核

心腹地， 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在享受政策、

产业、区域、交通物流、配套等优势之外，也

不断创新模式，但最根本还是要保障商家的

利益。“我们始终把商家利益当做企业的根

本利益。”四川省华川银地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洪海说，公司的发展理念是，只有商

家赚到了钱，华川银地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据了解， 华川银地看重的是长效经营，

在招商上重视经营性客户，始终严格控制投

资客比例，以保障市场口岸迅速形成，承诺

为商家做到当前业内最低租金、 长达1年的

免租优惠等。同时，华川银地为商家提供多

种金融担保服务,针对新市场普遍面临的仓

储物流难问题，华川银地在项目旁强势扩张

700亩地块，紧靠市场，零距离解决商家的仓

储物流问题。

对于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的未来，四川

省华川银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海言

词间充满了自信，华川银地国际建材城立足

成都，强力辐射德阳、绵阳，影响西部建材行

业，将形成集产品与品牌展示、现代物流与

仓储、电子商务与信息交易、国际性会展、产

品研试及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化

市场，引领产业发展的未来。

（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