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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停车位充足！

（苏鸣宇 图据生活家）

“上善若水，百年升达”是升达企业的

战略理念，“上善若水”是希望企业有水的

自然、平和、柔韧、博大与包容；“百年升

达”是说做百年企业，在于诚信的积淀，在

于水滴石穿的坚毅，在于厚积薄发的稳健。

升达地板十五年品牌之路演绎了一

段上善的传奇： 从生产中国第一块强化

木地板至今， 升达在产品研发方面一直

走在行业的前列，坚持以“关注环保、关

爱人生、回归自然、持续发展”为理念，专

注于科技创新及应用， 不断推出时尚新

品。短短十几年时间，升达研发中心凭借

其强大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 相继推

出了静音地板、阻燃地板，升达“3D 同步

花纹” 地板荣获国家新型专利， 开发了

“第五代镂铣企口” 技术， 同时荣获

“2011品牌中国金谱奖”、“地板行业创

新应用奖”。升达强大的科研实力，为升

达地板不断上市科技新产品， 领跑地板

新潮流提供了持久动力。

升达林业自1996年起先后投巨资在

成都的青白江、温江、天津和上海的浦东

建成四座现代化地板生产基地， 全套引

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和技术，

产品系列齐全， 年生产地板规模达到

1500万平方米， 在国内地板行业具有强

大的规模竞争优势。

未来， 相信升达一定会坚持以诚信

谦逊为秉性，坚信“诚于先，信在民”的

真理，实实在在地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一直专注于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技术， 为更多家庭营造温馨健康的家

居环境， 锲而不舍地去实现 “建一流企

业，创世界品牌”的奋斗目标。

【 温 馨 提 示 】

升达地板岁末大放价

即将告别2012年之际， 升达地板以

“岁末收官，实惠盘点”作为今年最后一

场促销贺岁大戏， 以全年价格优惠最彻

底的促销盛宴即将上演， 势必为全川市

民带来史无前例的超级享受！

众所周知，升达实木复合地板独享尊

贵气质，坐拥天下名筑，致力于打造一种

奢华独有、名门宅邸的显赫气质。把深厚

的文化与智慧历练的结晶于家居之中，宣

告家居最高境界不是物质的，而是无形的

东西，是时间的洗练，一种岁月，一种沉

淀。升达实木复合地板拥有5大系列（安

格尔、帕拉多霍、艾伦斯堡、田园牧歌、活

性地板低碳系列），67款花色， 为您打造

完美私属空间，带你品味距今6000多年拜

赞庭镶嵌艺术的奢华风格，尊享美式自由

生活之美，体验田园生活的平和与闲适。

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 那就抓紧时

间到升达地板全川各专卖店， 享受全年

最后一次促销饕餮盛宴吧！“庆圣诞迎元

旦，升达有礼更有利”：预订升达地板有

精美礼品相送并享受高品质岁末超低价

产品。“2013预约幸福， 升达地板跨年预

售会”：预订升达地板，定金双倍还。

（曾婷）

厨房防污染 厨电是关键

要想解决厨房污染问题， 首先应对

燃料、炉具、厨房净化、建筑结构的全过

程进行有效的整体改造。 选购燃气灶具

一定要注意质量， 要使用能够让燃气充

分燃烧的灶具。

有人以为，操作时间打开厨房的窗户

就行了， 这是一种对健康不负责的方法。

因为，开窗后的空气自然流通太慢，且油

烟又是弥漫扩散的， 只有强制向外排风，

才能有效地减少油烟对人体形成的污染

和损害。因此应注意充分换气，最好在厨

房向外的墙上安装一台功率较大的双向

换气扇， 同时在炉具上方安装排油烟机，

把有害气体对人体的危害减少到最低。

另外，厨房在不操作时，可打开窗户

补充新鲜空气。同时，灶具应安排在排烟

道附近， 无排烟道的厨房灶具要尽可能

安在靠近窗户的地方， 以免排油烟管距

离过长，影响空间使用。

除了以上措施外， 绿化厨房也是一

个既能保证人体健康又能美化环境的一

举两得的办法。 可以在厨房内摆放几盆

成活率高、生命力强的绿色植物。它们不

仅能净化空气， 而且也是家庭格调的独

特体现。

加台空气净化机 居室更清新

室内空气净化装置可将室内空气净

化。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室内空气净化装

置有以下类型：

以活性炭为吸附材料

（包括活性炭

为材料制成的布等）

，将室内环境中的污

染物吸附在吸附材料上， 以达到去除污

染物的目的。 但是这种净化装置只是对

污染物起到转移的作用， 不能彻底分解

污染物， 同时吸附材料到一定的时间就

会饱和，这时就得重新更换材料；

采用光催化原理，在吸附材料上涂上

一些催化剂，将一些在常温情况下无法分

解的污染物分解以达到净化的目的；

负离子发生器， 通过气体放电产生

大量的负离子， 这些负离子一方面对人

体健康有直接的有益作用， 另一方面负

离子可以对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物发生作

用，使污染物浓度降低；

以消毒灭菌为主的臭氧发生器，广

泛应用于卫生间除臭、餐具消毒、衣柜防

霉、防蛀、家庭贮存蔬菜、水果的保鲜等。

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可根据居家实际需要

选购。 (

钟洁

)

居家防污染 厨房是关键

居室的环境和空气卫生关系

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居室内的空

气和环境通常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和污染。装修、家具等污染问题，安

居先生在上周的栏目中进行了讲

解，而今天安居先生要特别提醒日

常家居生活中需要每天面对和重

视的厨房油烟， 以及来自地毯、毛

绒玩具、被褥等的螨虫及其他细菌

和粉尘带来的居室空气污染。

上善若水，百年升达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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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修

很多业内人士都说：“装修都是一锤子买

卖，想做回头客很难！”

而在生活家，你会经常看到老客户带着亲

戚邻居一起过来装房子。 笔者在走访中了解

到，家装客户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更看重的

是服务、质量和诚信，而不单单只是优惠和低

价，很多业主要的是装好、做好，住进去舒服、

省心，而不是在价格便宜之后的无穷烦恼。

今年， 生活家装饰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授予

“中国高品质整体家装领军企业”荣誉称号。9月25

日，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秘书长张仁先生在考察了生

活家以后， 也为生活家装饰激情题词：“做一等一

的生活大家”。这，都是对生活家装饰的巨大肯定。

生活家装饰的整装系列作品遍及蓉城各知名

楼盘，诸如：凤凰城、华侨城、南湖国际、保利198、

二十四城、南郡等，欢迎阁下预约参观在建工地！

生活家年末巨献人气爆棚！

快来电抢订！错过再等一年！

领实惠豪礼！家装直省36%！

拨028-66660632索取VIP特惠名额！

免费指定18位金牌项目经理施工！

生活家装饰近期荣誉：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授予生活

家装饰：

“中国高品质整体家装领军

企业”

“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质

量、服务、诚信五星级企业”

“全国住宅装饰装修行业知

名品牌企业”

中产阶层专用整装公司， 中国高品质整装

领导者

来生活家装饰前，请比较两家以上装修公司

只图低价，不管质量，不管主材品牌，请别

选择生活家装饰

欧洲环保标准，八大德国工艺

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梦想：把工地交给品

牌家装公司，用最好的材料，保证装出来时尚、

环保、温馨的家。但是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笔者走访中了解到，一般一套90- 100平方

米之间的房子，按照这个要求装出来一般在10

万元左右， 而在生活家用488中产经典系列装

出来，加上个性化造型总计只要5万多元，包含

了全部的人工、主材、辅料、损耗，还都是知名

的大品牌。在生活家装房子，档次上去了，费用

还下来了。

生活家装饰作为全国整装连锁性企业，现

已开设了成都、贵阳、西安、昆明、南充等分公

司，集团化的全国采购再加上多家分公司的大

规模经营，生活家的大牌材料真正做到了厂家

直销价，实现了品质尊贵而价不贵，同时整装

价格比市场价直省36% 。

用生活家488中产经典装新房，先省36%！

来生活家装饰了解过的业主朋友都知

道，生活家装饰向来都没什么折扣，由于高

品质的材料、工艺组合，使得成本远远高于

市场上其他装修公司套餐，秉承诚信经营以

及对高品质的不断追求，才使得生活家装饰

的高品质整装产品成为蓉城家装市场上一

颗耀眼的明星。

而一年一度的周年庆，生活家装饰特别推

出的饕餮家装盛惠！也是生活家史无前例的一

次最大折扣， 错过了这次就要足足再等上一

年！全年最低价的家装就在此刻！

年底装新家，就要H IG H 翻天！

错过再等一年的好家装，再享折上折！

很多业主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时贪

便宜找了“游击队”施工，用的材料又都是从楼下

“路边摊”买的，导致完工之后三天两头出问题不

说，每次一推门进去就是一股浓烈的呛人气味。

生活家整装辅材用的全德系材料，源自欧

洲环保标准的八大德系工艺铸就环保高品质：

诸如“即刷即住”的德国纯进口都芳乳胶漆，

连续25年蓝天使认证， 达到欧洲最高环保标

准；还有与德国汉高集团、德国可耐福集团的

深度合作，以德式严谨工艺保障家装整体的环

保健康，才能让设计作品得以完美体现！所以，

大家都知道生活家的工地随时可以看！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还可以免费指定18位

金牌项目经理施工服务！

花一样的钱，再享德国工艺！

回头客口碑：做一等一的生活大家

乳胶漆：德国都芳免费升级

为纯进口五合一系列

地板类：安信、正泰 、新象 、

联丰等

洁具类： 科勒、 鹰卫浴、尚

高、恒洁、惠达等

瓷砖类：蒙娜丽莎、

LD

、罗马

利奥等

木门类：景鸿、鸿润等

橱柜类：豪派、欧莱克等

生活家装饰

488

中产经典主材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