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中国（成都）家居总评榜

进入终极评审阶

27日开启大幕

下周四（

27

日），成都商报携全国

14

家家居主流媒体矩阵及全川

10

大城

市权威报媒， 共同揭晓

2012

中国 （成

都）家居总评榜。它是今年成都家居的

答卷，更是来年蓉城市场的指引。关注

家居总评榜，我们与家共成长！

爱与不爱 请你说出来

一年一度的家居总评榜，不仅

是对行业的检阅，也是让消费者更

了解各家居企业的实力和综合素

质，最终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优

秀家居品牌。因此，评审团希望听

到更多市民的声音， 以淘汰那些

不诚信不规范的品牌， 树立更优

秀的行业标杆。

本周内， 读者可拨打总评

榜热线

86513279

，或

@

“成都

商报家居” 新浪官方微博，说

出你的意见建议 。

2012

岁末

大榜，有你参与更精彩！

好品牌 脱颖而出

上周评审团全部到位后，总评榜的评审

工作就已紧锣密鼓地展开。 在投票评选中，

一些在消费者心中和市场表现都比较好的

品牌，成为大家一致推选的对象，他们也成

为了首批入围总评榜候选名单的佼佼者。在

它们中，有大家熟悉的如富森·美家居、红星

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口碑卖场，有如新空间、

业之峰、华达、豪庭这样的知名家装公司，也

有如青田、全友、创美这样的家具传统大牌，

还有如安信、升达、圣象这样的地板业巨头。

相信大品牌的力量，是不少大众评审的一致

决定，而他们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

今消费者对家居行业品牌的看重。

老牌子 值得信赖

无论是专业评审还是大众评审，大多对

成都市场上的家居老字号青睐有加，例如八

益家具城、太平园家私广场、金府灯具城以

及刚搬迁不久的青龙国际建材装饰城；而不

少家居主流媒体矩阵的成员则将目光放在

了享誉全国的老牌家居单品上。这一现象表

明，在经历十多年乃至数十年的市场洗涤震

荡后，能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家居品牌，其质

量和服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媒体的监督，

能够更容易获得消费者与行业的信任。

新势力 迅猛崛起

元瑞、百利玛、大港等一大批家居卖场及专

业市场的兴起，扩大了成都市民的家居消费半

径，极大地丰富了家居购物的多元化选择，给传

统的家居市场带来了良性冲击与新的活力。作

为这两年新近入主成都的家居企业，它们以极

其迅猛的发展崛起，令行业专家与消费者眼前

一亮，也成为本次总评榜的入围考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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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大榜即将揭晓

入围品牌陆续亮相

大众评审：我喜欢我推荐

今年成都家居总评榜的大众评

审全部来自微博网友， 他们代表消

费者对心目中喜欢的品牌进行了推

荐与投票， 在网上和成都商报家居

新浪官方微薄展开了积极的互动，

表现出了消费者们对家居盛事的极

大热情。

作为大众评审的一员， 微博网

友@ 四川蛋炒饭发来消息表示，家

居卖场他喜欢新博美和好百年，地

板对圣象印象较好；@ 傻傻汤圆员

说， 家装公司方面他信赖新空间和

豪庭， 因为自己和身边不少亲友装

修时都选择这两个品牌， 效果还不

错；@ 余海琰则推荐了科勒卫浴。评

委@ 猪妹儿的窝推荐理由更为详

细：卖场她喜欢成都市区如富森、红

星、居然这样的几个大卖场，自己家

装时的建材几乎都是从这些地方买

的。而在家具方面，她则选了八益家

具城：“这是替我爸妈投的一票，他

们信赖成都的传统牌子。”

与此同时， 还有数位热心的读

者打进电话积极积极参与总评榜。

家住财富又一城小区的刘女士打通

了热线， 一口气说出了20多个家居

品牌。 这些品牌都是今年初刚装完

房的她所选用的， 有性价比较高的

好品牌，当然也有令人不太满意的。针

对热心读者的来电， 总评榜评审团表

示虽然这部分读者没有投票权， 但大

众媒体也会着重表达大家的意见，让

榜单更加全面权威。

优秀品牌 欢迎来自荐

与此同时， 本报作为媒体评审团

之一， 还接到了少数家居品牌的自我

推荐。这一情形在往年比较罕见，而从

各自的自荐理由， 能显示出今年家居

行业竞争激烈的市场局面。 有家居卖

场自荐说， 他们与商家几乎每月都会

有两三次大大小小的活动， 促销优惠

层出不穷，消费者反响也挺不错，希望

评审团能考量一下。有卫浴洁具品牌也

自荐到，他们通过参加今年各大砍价会

团购会，大力挖掘蓉城刚需消费，业绩

销售在上半年逆势上扬了50% ， 堪称今

年成都家居界的一大典范。对于自荐的

品牌与企业，评审团目前正在展开消费

者满意度调查中，而评委对这样的自荐

精神颇为赞赏，认为能打电话自荐的家

居品牌，肯定是对自己的年终答卷充满

自信的，是愿意拿出来接受大众评审口

碑考验的。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周内如还有自荐企业品牌的，都可与成

都商报在内的总评榜评审团联系，我们

非常欢迎！”

本版采写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本周，

2012

中国（成都）家居总评榜进入到了

紧张的终极评审阶段。大众、媒体与专家三大评

审团，正在对成都家居市场上的大小企业品牌进

行综合考评，并根据考评对今年家居总评榜的奖

项作出调整，而部分入围总评榜的家居品

牌也已基本出炉，评委们还将有一周时间

对今年总评榜作出最终的定夺。

12

月

27

日，也就是下周四，代

表成都家居市场全年表现

答卷的总评榜将大幕开启！

家装 、单品 、卖场 、

专 业 市 场 四 大 分

榜， 彰显成都家居

的力量， 敬请持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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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装房子的业主来说， 现在逛卖

场买材料是最实惠的时候， 益有厨柜就在

提供年末优惠的同时还另辟蹊径， 让大家

收获不一样的心情和温暖。眼下，益有厨柜

的各大门店已经被浓浓的新年气氛包围，

走进店内漂亮雪花、创意礼盒、甜蜜巧克力

等元素把整个店面烘托得暖意浓浓。 对于

逛店消费的顾客来说， 除了感受到温馨的

氛围之外， 装满巧克力的礼包也是相当贴

心的一份节日礼物。在元旦、春节即将到来

的时节， 消费者走进店里能感受到温暖的

心意，是所有益友员工最开心的事。

每逢节假日， 正是商家们忙促销的时

候，各种低价折扣优惠让人眼花缭乱，可是

在益有的门店中促销被刻意淡化。 据相关

负责人介绍，并不是没有让利的实惠举措，

反之面对岁末的来临， 益有重磅推出了多

项优惠政策， 集惊喜折扣、3+ 1甜蜜礼品、

套餐为一体， 但是这些促销信息只是做成

小幅K T板低调地摆在店内。益有厨柜一向

不推崇夸张地宣传打折促销， 他们更希望

消费者看中品质而下单， 看中益有的真诚

服务态度而给予好评。 (

钟洁

)

浓情岁末 益有赠礼

特别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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