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森·美家居

富森·美家居元旦打造超强促销战场， 新年

大特惠 大牌大狂欢：聚合全国资源，家具建材一

线大牌跨年大促。2013年开年3天，上演一场全城

瞩目的跨年大促销。国内外三千家具建材源头厂

家联袂巨献， 富森·美家居三大卖场多重优惠精

彩亮相，还有3000个免费停车位虚位以待。

疯狂贺岁！沙发、床垫、餐厅、卧房家具统统

只卖2013元，有永盛·木工坊的楠木大床；法雷尔

的功能沙发（

双人位

）；多喜爱的床+床垫；简欧·

滨利的餐桌+餐椅×4； 简欧·滨利的床（1.8/1.5

米

）+床头柜×2； 美廷识木的沙发背柜 （

共

5

个

）；华鹤折叠餐台；光明的1.8米床垫；原木细语

的写字桌；艾特屋的穿衣镜；杜莎的休闲沙发；依

藤贝尔的休闲椅×2+灯台……这些品牌家具，统

统只要2013元。

家具以旧换新———购买新家具， 富森·美家

居商场给你补贴10%，旧家具免费搬动，单个产品

补贴1000元封顶。 参与品牌有联邦、 法雷尔、左

右、康耐登（

全皮系列

）、席梦思、宝纳瑞、思特莱

斯、夏图、丝涟、索菲娅、澳瑞、圣弗朗、库堡、喜临

门、斯帝罗兰、康宝VV（

指定款

）、雅露斯、圣克

莱蒙特、和木居美筑、天成、卡佩王朝、圣美豪斯。

同时， 富森·美家居软饰除旧迎新， 装修收

尾， 旧居新装， 就看软装灯饰&窗帘布艺大惠

卖———水晶灯580元、欧式灯790元、餐厅灯399元

……兰花草、礼官、佳美嘉、志达、摩力克等窗帘

布艺齐齐放价，装修最后一关，新年除旧迎新，富

森·美家居为您把好最后一关。

■红星美凯龙

元旦节期间，红星美凯龙成都佳灵商场成交

价后再省10%、知名家居总裁一签到底，点燃年度

家装最优时节。签售折上折，红星美凯龙总经理

加签最高再享20%， 商场全额补贴等重磅活动内

容悉数呈现，更有百余件“0元购”商品以及17个

免单大奖等你拿。在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到店

即领5000元置家大礼包， 再领价值320元精美礼

品一份，抄底价后直降10%，满3000最高再送3000

元，更有千足金条、超值换购等多重惊喜！

■居然之家

2013年1月13日前，居然之家新年有礼，2000

部iPhone5大派送，买家具、建材更有成交价基础

上再打8折的超级优惠。活动期间，到居然之家签

到就得的新年大红包，包含实物礼物一份、100元

全场通用券一张，以及上千元品类齐全的优秀品

牌优惠券，共计价值5000元。凡是当日下单的顾

客，无论金额多少均可获得刮刮卡一张。每一张

刮刮卡中均有礼物，当日最幸运的顾客可获得价

值5000元的14g金条一根。另外，单笔购物满两千

元就能参与抽奖。 每满2000元即可在2013年1月

13日到收银台获得抽奖券1张（

非活动期间尾款、

非正式摊位除外

）。商场将于2013年1月13日下午

5时现场开奖，幸运顾客可获得iPhone5一部。

■八益家具城

全场厂家跨年盛惠，超低价工厂直销，省钱

到底。“你买家具，我返现！”凡在八益家具城购

买家具的消费者，均可获得刮刮奖兑奖券，最高

返现4999元。在年度盛惠活动期间，凡来八益购

物后，凭单次购物凭证均可领取新年精美大礼包

一个，每天限前300位，先来先得送完即止。

■太平园家私广场

即日起至2013年1月3日，太平园家私广场全

城大放“价”，5大专业卖场区域提供上万件厂价

商品。消费者在同一店铺内购物实际消费金额满

2012元， 即送面值2013元的抵用券1张， 以此类

推，多买多送（

不参与活动商家除外

）。抵用券1

月整月有效，购物当天即可使用！

■宜家家居

即日起至2013年1月6日，宜家会员享受数十

款产品超值8折优惠。同时，您每购买1件毛绒玩

具，宜家还会捐出1欧元用于支持贫困儿童教育。

■百利玛国际厨卫

成都百利玛国际厨卫1周年华诞， 全场最低

折扣后， 百利玛商场由总裁签单再优惠10%（

抢

购品，超低特价商品除外

）；厨卫产品以旧换新；

凡购物满30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以此

递推。奖品包括友豪锦江酒店豪华标准间一晚免

费住宿、自助餐双人套餐券、双人浪漫情侣游等。

■元瑞国际家居商城

这个元旦，元瑞国际家居商城众多知名品牌

不仅推出全场促销特惠折扣，还有百款超低特价

产品———千元套房家居、百元沙发、小件产品最

低1元起，极限回馈市民。更有百万家具工厂价齐

让利，4999元现金、品牌空调、自行车和现金红包

等购物大抽奖，中奖率100%！

■百安居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2月8日，百安居特

别推出签约装修设计中心最高送全场抵用券

3000元促销优惠。 微力达巧手拖高效手动型199

元/把，绿牌家具除味宝（

家庭装

）165元/箱；购

买LOPO绿牌/源森态/格瑞卫康/地板师傅产品

满300元有好礼相送。(

地板师傅金卡会员装和海

报商品不参加活动

)

■华商暖通

2013年1月1日至3日元旦促销期间， 华商暖

通将以超低的惠民促销迎接新年， 地暖原价360

元/平方米，抢购价仅需188元/平方米。锅炉采用

博世欧洲精英原价11800元， 元旦新生价6800元

成交。交1000元订金，还抵2013元，华商承诺，只

要您不满意订金可无条件退订。 更多好礼送不

停：价值598元移动净水器，加8元即可换购，价值

688元智能整控，加10元即可赠送。

■全友家居

即日起至2013年1月7日， 全友家居终极大

惠，客厅和卧室八件套仅需5888元。

■好百年

好百年家居年底重磅级促销———买满三千，

礼无止境；成交价后，再省千元；一线家居、建材、

电器、 百货商场， 一站买完。2012年12月29日至

2013年1月3日，活动期间购物满3000元以上（

含

3000

元

）可参与一次抽现活动，最高再省1000元。

■青龙国际建材装饰城

青龙国际建材嘉年华， 携数千品牌底价血

拼———原价1140元的马桶仅399元、 原价1199元

花洒仅599元、浴室全套仅2442元……元旦当天，

闯关还送千元代金券，耍游园活动更可免费赢精

美大礼。更方便的是，各二级城市的消费者均可

在当地城市的分销商处，同享此次促销特价！

■索菲亚

2013年1月1日， 冠军联盟·中国行·成都站，

“让我们结婚吧”活动浪漫开启。索菲亚衣柜C8

框尼斯百叶柜门空前折扣7.8折， 再享总部补贴

10%，还送200元跨年红包。

■大自然地板

大自然地板岁末狂欢，联合索非亚、友邦

集成吊顶、 金牌橱柜、 雅华墙纸等8大一线品

牌，将在2013年1月1日温暖启动”冠军联盟·

中国行·成都站”———“让我们结婚吧”活动。

活动期间，八大品牌“好礼8连送”，消费者到

任何品牌门店都可免费领取礼物一份，最多领

8样；购物更可参与超级大抽奖，最高可获马尔

代夫双人游。 现场到大自然交100元定金还可

当200元使用。

■安信地板

安信地板年终大促冲量盛惠，高品强化地板

89元/㎡， 名贵明星材种的臻品实木复合地板仅

以195/㎡元购，珍藏级实木地板主打产品245元/

㎡，绝对低价奉上。

■正泰品生木业

元旦期间，正泰品生木业部分“跨年板”产

品将以“闪销”方式销售，即“限时限量”，绝对

是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特供，不延时、不增

量、不管有没人买，过时就收货，过时就恢复原

价。同时，店面全场产品都会有折扣。

■升达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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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升达地板有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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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定升达地

板，定金双倍还。

■铂金豪庭

铂金豪庭跨年特惠活动期间，全场家具8.8折

起。跨年特惠 好礼相送（

单一客户同一送货地址

仅限一份

）：购物5万元以内即赠好礼一份。购物5

万元~10万元，赠送施华洛士奇水晶项链一条（

价

值

1599

元

）；购物10万元~15万元，即赠送苹果i-

Pad� mini平板电脑一部；购物15万元以上，即赠送

苹果iPhone5手机一部。

■圣象地板

圣象“贺岁板”全国亮相四川首发，全民疯

抢20万平方米圣象贺岁地板。 在全川活动现场，

更有10000平方米地板以1元/㎡起拍， 为广大客

户呈现一场年度实惠狂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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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到，居家要换新面貌，辞旧迎新过年妙！遇到元旦佳节，几天休假闲暇，正是给家装扮一番的好时机。2013年的元旦，成都市内众多家

居卖场都拿出了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迎接新年市民的到来。新年要有新的气象，何不先给家来一次完美的升级变身。到这些卖场逛一逛，你一

定会找到新年的灵感！

元旦放假去卖场

建材家具促销多

圣

地

亚

家

居

集

团

总

裁

辜

婉

宁

2012

是一个起

承转合之年， 末日没

有到来， 家居市场也

不如人们口中的大悲

颓势。 对于圣地亚来

说，

2012

年确实是关

键的转折点， 这一年

圣地亚没有无序地大

肆扩张， 而是放慢速

度，苦练内功，稳抓稳

打， 对内进行结构治

理， 对外让现有卖场

提档升级。 可以看到

从攀枝花旗舰店升级

亮相开始， 圣地亚全

川四城九店的改变正

在陆续呈现。

其次， 圣地亚遇

到了成都市重大工程

北改工程带来的发展

改革契机。 驷马桥店

经历了半年的道路休

整阵痛， 如今开始顺

应北改工程建设 ，进

入向上的发展周期 ；

其次， 圣地亚原府青

路南洋家具商场开始

正式拆迁改造。 接下

来， 圣地亚决定把旗

下南洋家具市场提档

升级， 自建成城市综

合体来发展自持物业

的家居卖场， 同时引

进星级酒店， 建设超

甲级写字楼。 而旁边

就围绕 着财富又一

城、 协信中心等炙手

可热的 商业地产项

目。 圣地亚将抓住新

一轮市场转折发展的

契机， 再次在西南家

居行业 跃升更高一

级。

居

然

之

家

西

南

分

公

司

总

经

理

张

宗

荣

“快速增长转为

平稳发展， 冲动下单

转为理性消费， 鱼龙

混杂转为精英凸显。”

在居然之家西南分公

司总经理张宗荣的眼

里，

2012

年的家居市

场用“转”字来形容最

合适不过了：

2012

年

算得上是行业转折

年。“在如此的市场寒

流下， 家居行业扭转

传统思维， 走上创新

道路就是出路。”张宗

荣分析， 在以往繁荣

的家居市场中， 不少

企业是盲目入市 ，靠

简单买卖就能生存 。

事实上， 要可持续性

发展， 必须具备核心

竞争力。

作为全国家居建

材流通业巨子， 居然

之家之所以能在市场

寒流下逆势增长 ，并

凸显优势， 除了因为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拥

有

63

家分店，营业面

积达

300

万平方米 ，

年销售额超过

300

亿

元的强大实力， 更重

要的是， 居然之家不

断服务创新， 打造服

务口碑， 在家居业首

创“先行赔付”服务理

念，将“一个月无理由

退换货 ”、“送货安装

零延迟 ”、“家具以旧

换新 ”、“绿色环保 ”、

“向消费者倾斜”、“居

家

4S

服务”等先进服

务理念带入成都家居

市场。此外，不断转变

营销手段，举办“家居

奥运会 ”、“欧美家居

文化节”等活动，在全

城各大新建小区建立

“居然之家居家服务

站” 等，让居然之家

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

心。

事实证明转变思

路、 创新经营才能赢

得市场，赢得消费者！

永盛·木工坊的楠木大床

铂金豪庭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