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太平园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到精品

B

区，从红木

办公的

C

区，到总部工厂直销的

D

区，价格之实在，产

品之丰富，在

17

年的市场运作中，不仅在厂商中有相

当的号召力，更在消费者中也具体有当的口碑。

经过近

1

个月的准备，太平园让利消费者、让利厂

商的开年首惠活动，得到厂商的一呼百应，明天，太平

园的开年首惠就正式开席了，沿海品牌家具、四川精

品家具全场

4.5

折的促销政策， 海量的工厂总部批发

价创下太平园历史纪录， 抵扣促销解决你的价格难

题，而千个品牌万种产品，你就尽管挑个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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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园开年首惠最低4.5折

解决完价格难题，只管挑你喜欢的

活动时间：3

月

16～17

日

活动名称：2013

年春季家具采购节暨沿海家

具采购节及四川精品家具采购节

交通指引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

56

号（三环路川

藏立交内侧）

自驾线路：

1

、从三环路川藏立交提前进入辅

道向城内方向约

100

米即到。

2

、 途经红牌楼往

川藏立交直行

1500

米过

2.5

环下桥即到。

公 交 路 线 ：

10

、

41

、

57

、

201

、

213

、

306

、

335

、

513

、

522

、

802

路太平园站下

亮点一：

沿海品牌家具采购节主战场：太平园

国际家居博览中心，除特价品外，全场

4.5

折

亮点二：

红木、办公家具采购节主战场：精品

B

区

2

、

3

楼，除特价品外，全场

4.5

折

亮点三：

四川品牌家具采购节主战场：

C

区、

D

区，总部工厂批发价

亮点四：

顾家沙发

6

折，太平园独享

3

月

10

日

--3

月

18

日，“

3.15

省心又省钱”活动

登陆太平园，活动除全城同享的“美居计划”外，

在太平园特推出

6

折购沙发活动，（不限量、可

换色、方向）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红木制品以其实用性、艺术性、增值性、

环保性及传承性等特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和喜爱，红木市场持续升温；然而一些恶意的

炒作，消费者对红木家具知识的缺乏，使红木

家具的发展良莠不齐，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货

不对板的“乱象”繁生。为了促进红木家具的

健康发展，保障红木家具消费的权益，2012年8

月1日出台的强制性标准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

条件》， 于今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3月12日，

《中国红木消费指南》首发新闻发布会在中国

林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红木分会秘书长殷

亚方研究员介绍，《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的出台，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规范了红木家具

市场， 对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规范红木市场，给消费

者提供更好的保障，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红木

分会按照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和中国消费者协

会的工作安排，与多家制造企业、流通领域企

业共同编制，并在今年的“3·15”之前，正式

发布 《中国红木消费指南》， 用最通俗的语

言， 向消费者介绍包括红木家具在内的红木

制品的基本常识、注意事项等，以此进一步保

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买红木家具先看有没有“身份证”

2月1日之后， 红木家具必须标配 “1书、1

卡、1证”(即产品说明书、红木家具产品质量明

示卡和产品合格证)方可进行销售。业内人士

称，这种新规则是对红木家具身份和质量的三

重保证，也是责成品牌对红木家具真实信息明

确化的手段，将有效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风险。

据业内人士介绍， 红木家具的种类比较

多，材质也有很大的差别。红木家具市场中以

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红木家具

通用技术条件》对红木家具市场在范围、术语

和定义、要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等在内的十

项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及细分。而产品质量

明示卡的同时推行成为新国标的最大亮点。

在红木家具新国标中强制要求商家配备

的“1书1卡1证”中，不少以前被“藏”起来的

真实信息被“亮”了出来。比如，产品是否通过

了相关部门的检验，产品所用红木分类、名称、

规格、生产日期、主要用材、装饰工艺、安全性

以及保修期限等；还有关于产品详尽的使用说

明。以上信息无疑将有助于消费者明明白白消

费，且对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红木家具市场有

所制约。

（黄利琴）

新国标下，

选红木家具先查看家具“身份证”

●2013

年

2

月

1

日起，红木“新国

标”《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正式

实施，根据规定，未配备红木家具产

品保证文件

--

使用说明书、产品质

量明示卡、产品合格证的红木家具，

将被停止销售。

●2013

年

3

月

12

日，《中国红木

消费指南》 首发新闻发布会在中国

林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2013

年

3

月

16

日，第

29

届国际

名家具展览会拉开广东三大展会序

幕，在各大展会上，最显著的变化是

中式、红木家具板块继续扩大。

●2013

年

3

月

16

日，太平园家私

广场红木家具也迎来了春季家具采

购高潮。

●2013

年开年伊始， 红木成为

家具行业、家具消费的热点词，那么

新标准下， 红木家具的选择又该有

哪些注意的地方呢？

T44

家居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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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木匠

“一品榆”对东方传统的元素加以改造

提炼和运用，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

“意”、传其“神”，使其更富有雍容大度、仪态

万千的尊贵崇高之感。华源轩“一品榆”实木

家具既有传统的古朴雅韵，又有现代的厚重大

气。中原的古朴、浑厚、悠久、大气，深深地印刻

在榆木的每一道纹理中。

香港永盛·木工坊

香港永盛·木工坊的沙发坐感舒适， 软硬

适中。其靠背漂亮，完全可以做客厅和餐厅的

隔断使用，配上副柜和茶水台，就相当于增加

了茶几，抽屉，笔记本电脑桌，咖啡台的功能。

性价比高，非常超值。

顾家工艺

从沙发所选用牛皮的厚度和质量上对

比，顾家工艺所选用的是加厚头层牛皮，而其

他厂家所选用的牛皮是一般薄牛皮。 从外观

尺寸上对比， 顾家工艺585是公司原创设计，

在外观上我们的流线设计是别的厂家不能比

拟的，在躺位设计上顾家工艺585的躺位比其

他厂家的躺位要长。 在沙发的舒适度和坐感

上， 顾家工艺585所使用的是高回弹性海绵，

同时采用蛇形弹簧和高弹性绷带十字交叉支

撑，有很强的支撑力，可确保坐感舒适度和耐

用性。

芝华仕

芝华仕沙发以飞机头等舱概念设计，特大

的调斜度，能将身体完全承托。沙发紧贴着整

个身体，头和脚都能得到放松。高科技伸缩功

能系，配以高品质的海绵内部支撑系统，高环

保健康的真皮，使人安坐家中就能尽享头等舱

沙发。它容易搭配家居装潢，不同颜色，不同风

格，不同组合，选择非常多。芝华仕头等舱沙发

无论细节，皮质和工艺都很讲究，伸缩合金架

经过26万次耐用测试，还保用五年。芝华仕头

等舱沙发，坐着躺，躺着坐，都是头等享受。

宝居乐

“P.F美国”品牌来自美国内华达州，是欧

美式客厅家居文化全球主要倡导者之一，是美

观、环保、舒适、大气家具的代名词，它摒弃了

繁复张扬的炫耀风格，显得尊贵、古朴、富有质

感。“PF美国”强调其深邃悠久的历史。将复古

与自然完美的结合。 充分体现木材本色的特

点，融合了人类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心理需

求。在造型上追求欧美式家居的经典，凸现家

居的高品质。

名香居

“香韵”系列全系产品选用中国传统家具

文化领域认知度较高的树种———“樟木”和“楠

木”，并且全系产品均为全实木产品。这一材质

定位决定了该系列产品的“中国化”。产品设计

采用整体方正圆润的线条设计风格，端正稳健、

格调高雅，充分体现出中式美学精神，并把实用

主义与混搭设计手法相结合， 中式经典以现代

手法演绎，既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又有时代感。

香木阁

选用马来西亚进口优质原材料。清新自然，环

保健康，倡导绿色家居，人文家居。实木家具，中式

休闲风格，享受原创设计带来的舒适和愉悦。

畹町意达

老挝大红酸枝群贤贺寿罗汉床，该床通体

以大红酸枝木制成， 围板双面满雕人物及山

水，做工精细，具有极高的观赏及收藏价值。

宾瑞

深圳宾瑞沙发本着“简单就是动人”的设

计理念， 吸收了欧洲简约大师设计的精髓，为

求产品的简单前卫， 不拘一格和个性化而努

力，沙发所有的接触面都采用了工艺先进的头

层小牛皮， 框架采用了高寒地带的硬杂木，其

木质经药水浸泡处理，皮色多样，经现代科技

与舒适科学巧妙的结合在宾瑞沙发产品上。

上标

伊蔓系列款式新颖、 采用镂花装饰造型、

线条等工艺，造型精致，美观！并大胆运用茉莉

花色彩元素，清新亮泽，带来个性化、丰富多彩

的韩式儿童及成人系列产品； 采用进口橡木，

板木结合，做工考究；尊贵中带有柔性元素、田

园中带有童趣个性、 古典中带有浪漫点缀、简

约中带有低调奢华， 诠释着不一样的气质经

典。油漆的独特性，更够长时间保持家具不变

色；柜类等产品贴香樟木皮健康，气味芬芳防

虫、防裂变同时经久耐用；价格相对其他同类

产品也具有一定优势。

朗萨

泰诗朗家具选用泰国金丝柚木、 柚木

皮、高级实木。密度及硬度较高，耐腐、耐磨。

且带有一种特别的香味，能驱虫，鼠，蚁。柚

木纵面色泽呈现金黄线条， 含有极重的油

质，这种油质使之保持不变形，且色泽随时

间磨砺而越加高贵。围绕现代东南亚生活情

调，充分表达现代、简约、大气的家居风格。

产品风格简约、便于与多种装饰风格搭配。

百年匠人

香樟木客厅组合套搭配灵活多变，充满典

雅书卷气息。以花架登加以点缀，配以幽兰竹

加以调节，使你在雅致轻松中，享受着古朴的

历史厚重感。

百灵

百灵家私始终致力于舒适的浪漫情调和

居家生活的高品位。倾情演绎时尚经典，为家

具注入了艺术魅力和浪漫生活的灵魂，重新定

位品质和品位的内涵，升华成历久弥新的强大

生命力。我们让生活接近自然，关注生活本身。

景上

在城市纷杂的今天，景上不断在寻找属于

自己的一份雅致的生活。 雅致的家居环境，任

何一个惬意的角落都可以是理想的处所，任何

一处都是原始的自然回归，让心情自由呼吸。

尚海尊派

用生长于我国东北、俄罗斯等极寒冷地域

的木材制作，木材软硬适中、重量中等，具有干

缩率小、刨面光滑、耐磨性强的物理性能和力

学性能，结构略粗：颜色、花纹美丽，富有韧性，

干燥时不易翘曲:加工性能良好，胶接、涂饰、

着色性能都较好：质地坚韧致密、细腻，价格昂

贵，享有“木王”和“黄金树”之美称。

名木尚品

名木尚品追求简约、现代、自然的风格。采

用缅甸进口的优质“卡斯楠”木作为主材料，

自然，清晰。追求和谐的设计思想，完美表达出

“天人合一”的至真至美、让人远离尘嚣，返璞

归真，形成人性自然回归设计上，名木尚品以

北欧现代、新中式风格的创新设计理念，大胆

地将不同的中西结合、造型、组织成一个整体、

使不同的气质彼此融合、统一、升华。

（黄利琴）

沿海品牌家具采购节、四川精品家具采购节“双节”齐发

太平园开年首惠

海量工厂批发价全面开火

17

年来，太平园家私广场靠什么出名？沿海

品牌家具、四川精品家具以批发的形式同台竞

技， 全国厂商总部以辐身西部的目的选址入

驻，红木、办公集中发售，对厂商来说，这里是

块聚集财富的宝地，对消费者而言，这里是近

水楼台能得月，能用超低的价格买超时尚前沿

的家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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