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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感恩让利大回馈

全面启动服务月

据有关调查， 有6成消费者认为装修环保达

标最重要。根据流行病学的统计，许多儿童会因

装修而得病。 而人的一生中，80%以上的时间都

是在室内度过，室内的环境质量与家庭中每一个

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切不可贪图便宜而用自

己的身体去买单。环保健康的材料和工艺，才是

您选择一家好的家装公司的关键！

彻底火了！

百套德标样板间紧急追加50套！

值3·15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获得2012中

国（成都）家居三甲榜 “最具环保品质家装公

司”荣誉称号的朗润装饰，全城征集100套德标样

板间，活动第一波还没结束，100套全部抢光光！

笔者走访现场，发现许多楼盘的业主都到朗润

抢样板间来了，如：保利香槟国际、保利花园、礼

顿山1号、绿地圣路易名邸等等。

凤凰城的业主李先生说：平时工作忙，找大

牌公司来装，更放心些。这里材料大牌价格亲民，

设计实力强， 而且德标工程材料到店就看得到、

摸得到，真切感受得到很环保！

年底交房的王女士说： 朋友也是在这里装

的，去朗润的工地看过，第一感觉就是整洁，工人

都经过培训的，技术娴熟。墙砖、地砖拼得很规

矩。 听说德标样板间要提供第三方环保监测服

务，感觉很有保障，就来看看。

笔者了解到，第一波活动结束后每天都有顾

客电话咨询德标样板间征集活动。而春季正是装

修的好时候，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应广大业主

要求，朗润装饰加推50套德标样板间！上次没抢

到的业主们，这次可要抓紧机会了！

朗润德标样板间按目前蓉城最先进、最系统的

家庭装修施工管理标准：现场施工管理、巡检验

收管理、六级质量保障体系以及特有的颜色识别

工艺体系。还加入：

■工程总监亲自巡检；

■3G智能工程系统：让你在上网就能了解工

地进展情况、工地照片、材料配送、服务团队等诸

多内容。

■免费提供第三方环保检测服务：环保不达

标，全额退款。

不管是从公司内部的高管监理，外部的网上

监督，还是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认证，每个方面都

在为业主考虑打算。真的是让客户放心，省心！注

重居住健康、环保的业主可不要错过机会！

注意！

不是所有工程，都叫德标工程！

朗润自2009年引进德系辅材以来，工程品质

不断提升，2012年行业首推德标工程，十项全能。

作为环保家装的风向标， 好的东西不怕被模仿，

因为它在推动整个家装行业向好的方面发展，而

最终受益者是广大老百姓。追求品质和环保的工

艺，更是激励着朗润不断前行！

朗润德标工程，辅材十项全能。第三次品质

升级，公司买单，价格不变。辅材出自德系名门：

德国0SB板、 德国“欧贝”PPR水管、线管、德国

都芳乳胶漆、德国可耐福石膏板，连小小的电线

连接器都是用的德国WAGO牌等等。使得工程质

量和环保性能有了大大的提升，这些配置在成都

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施工工艺上更是接轨欧洲，例如：双重石

膏板隔墙隔音处理工艺、 包立管降噪防潮工艺、

防水工艺、轻钢龙骨施工工艺、墙面固化防潮抗

霉工艺等等。 德标工艺让设计得以最大化地还

原！保障您家的每一个细节，环保健康和居住舒

适完美结合！更多德系辅料和施工工艺来了您就

知道！赶快拨打66660811、66660115，抢定德标样

板间名额！

（苏鸣宇 图据朗润）

12年诚信美家堂， 将于本周末在富森·美家

居开展诚信品质体验活动，感恩回馈市民。

12年诚信经营

成立于2001年9月的四川美家堂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专业从事室内外

装饰设计、施工的多元化大型企业。已获得国家

建筑设计甲级资质，及国家建筑装修装饰是施工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在成都及西南装饰市场具有

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是年产值过数亿的

大型装饰装修施工企业。

公司自创建以来，坚持高起点、高品质、高境

界的原则，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构筑精品奉献社会。

公司把质量看作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从设计

到施工以及客户服务均有严格的工作流程和监

督机制。

始终坚持品质

美家堂以提供优质、周到、人性化的服务为

根本目的，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有效地保障了顾

客的根本利益。从开业至今，美家堂装饰已经服

务了成都市民十二年。这十二年，不管市场竞争

多么激烈，不管房市如何变化，美家堂仍然用自

己最优质的服务稳稳站住了脚跟。美家堂装饰深

知要想在看似已经饱和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就必

须要诚信经营，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努力打

造自己的品牌效益。

面对快速发展的装饰行业，美家堂装饰将继往

开来，发扬“诚信经营、追求卓越”的美家堂精神，

凭借优质的工程质量、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市场化、

多元化的经营理念开拓发展，坚持品质道路。

3·15回馈市民

为了感恩市民，让诚信品质进行到底，3·15期

间， 四川美家堂装饰将在成都富森美家居开展相

关系列诚信品质体验活动， 与广大业主共同见证

并分享美家堂全新的家居设计成果及现场体验美

家堂品质特色高工艺，让您在现场体验从水、电、

木、漆、砖等施工环节予以强

力保障的美家堂工程体系。

同时， 市民定装修交定

金即送价值1385元的英皇纯

铜阀芯龙头一个； 买家居最

高可抽现5000元， 还有高档

烟机、马桶、飞利浦烤箱更多

精品等您来拿。

（曾婷）

“全员服务”理念

深入人心

历年来， 服务始终都是全国消费者最

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 以服务作为自身唯一的产品的苏宁电

器将借助这一契机， 在整个三月份开展

“3·15消费服务推广月”活动，实施一系列

贴心服务举措，维护消费者切身利益，承担

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 苏宁主打“服务” 王牌。

2002年3月15日，苏宁提出了“全员服务”

的新概念，公司上到总裁下至普通员工，所

有成员都是服务人员， 都在为用户服务，

“至真至诚，阳光服务”的企业文化精神已

经烙印到每一名苏宁人的心里。

在“全员服务”的同时，“至真至诚，

阳光服务” 的对象更多的是作用于消费

者。作为国内家电零售行业巨头，苏宁一直

把服务当做自己的“生命线”，竭诚为消费

者服务。在发展过程中，苏宁不断壮大夯实

服务实力， 建立严格的质量保障制度和责

任追究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360°服务保障

苏宁电器阳光服务升级

据了解， 今年苏宁3·15活动的主题是

“苏宁心服务 云商正能量”。 新年伊始，

苏宁正式推出“云商”模式，苏宁董事长张

近东提出，将在以云技术为基础的前提下，

整合前台后台、 融合线上线下， 服务全产

业、服务全客群。因此变革后的苏宁将进一

步升级服务，结合自身店面、物流、售后和

客服四大终端现有的能力， 从消费者的切

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一一实践苏宁服务

“至真至诚”的承诺。

本次3·15期间苏宁将推出24小时快速

送装、线上线下同步、11大品类深度保养等

三大专项服务举措以及服务团队的及时响

应，同步为消费带来便捷和安心，在家电价

格优惠的同时，打造360°服务保障。如店

面提供全程导购、三米微笑待客的服务；物

流提供异地送货、预约送货及个性化定时、

加急送货等服务项目； 并在苏宁免费送货

范围内确保12小时送货安装调试到位；苏

宁客服方面可提供足不出户电话购物的服

务，还可提供多渠道客户受理的服务，消费

者可通过电话、网络、短信、信件、E-MAIL

等多种方式与苏宁客服取得联系。

“三免三优”

苏宁启动3·15消费服务推广月

随着春季的到来， 众多家电经过漫长

冬季的高频率使用后， 会产生许多卫生和

安全隐患。因此，在初春时节，对家电进行

必要的检查、保养已成为一种必需。正是看

到了这一情况，苏宁方面将从3·15开始，全

面启动家电服务月活动。活动期间，苏宁将

为市民免费提供各类电器的检测、保养、清

洁、维护服务，全面满足大家的相关需求

针对空调，苏宁在服务月期间将推出

“三免三优”服务举措，所谓“三大免费”

指为空调免费检测运行电流、电压、系统

压力、内机进出口温差，保证空调“冬眠

后”的正常运行；针对有故障的空调，苏宁

提供免费修理并只收取更换零配件的成

本费；遵循“十步规范原则”为空调进行

清洗杀菌， 深度净洗等免费保养服务。而

三“优”则指的是针对有空调移机充氟、

上门费、空调支架三项需求的消费者给予

成本价优惠。

另外，在服务月期间，苏宁方面还将针

对冰箱洗衣机这两类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电

路检查、漏水检查、噪音检查等免费检测服

务，另外还将提供冰箱除臭、洗衣机内筒清

洗等免费清洗服务。在这些服务中，洗衣机

内筒清洗服务可以说是特别贴心， 因为这

一服务将大大方便市民无法自行拆解洗衣

机对内筒进行清洗难题， 全面为大家消除

卫生隐患。而针对彩电产品，苏宁也会提供

信号源检测、软件升级、液晶屏清洗、支架

稳定性检查等全面的免费检测维修。 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到， 以上产品也将提供免费

的维修服务， 涉及配件更换同样只按成本

价进行收取。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即日起，成都市

区范围内的消费者即可拨打服务月特别服

务专线028-66806901登记预约您所需要

的免费服务项目， 苏宁方面将在第一时间

安排专业技师为您上门进行服务。 在这里

要提醒消费者朋友的是， 苏宁方面每日安

排的免费服务名额为100个，如果您有相关

需求的话，需要提早拿起电话进行预约。据

介绍，除了提供免费的电器检测、保养服务

以外， 苏宁方面还将抽调通过国家资质认

证的苏宁蓝领工程师组成社区服务小队，

走进社区， 为社区居民进行家电安全使用

常识讲解， 免费提供家电检测维修及清洗

等服务。

真情回馈

苏宁特惠3·15

� �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如今

消费者权益日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维

护日， 更是一场商家为广大消费者上演感

恩回馈的狂欢节。 除了贴心的服务举措以

外， 苏宁也会在本周末推出春季家装节特

惠活动，全面感恩回馈蓉城消费者。据苏宁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3·15促销是四川苏

宁在公司模式转换后首场大型促销， 四川

苏宁将利用新模式下的促销和资源整合优

势，整合巨大的让利资源，为消费者提供充

足的家电消费保障。

据了解，3月15日至17日， 顾客到成都

苏宁各门店购买传统大家电即可享受满

1000元立减200元、满2000立减400元、来就

送300元心意券的实在让利。此次3·15感恩

活动，四川苏宁还联合海尔、约克、等各大

家电厂商推出了一系列专属特惠机型，其

中海尔方面将针对冰洗产品进行重点让

利， 活动期间， 购海尔冰洗单品最高优惠

2400元，购海尔冰洗套餐最高优惠3700元；

约克方面，购机满1000元返150元，大1P二

级能效挂机补贴价仅需1799元， 大1P二级

能效变频系列补贴价仅需2999元， 大1.5P

补贴价也只需3299元； 扎努西伊莱克斯冰

箱洗衣机产品将在活动期间推出展示机

5—7折让利。除此之外，还有159元的松桥

智能3L方煲、788元的HP传真一体机、818

元的美的电热水器、1199元的先锋E80双核

智能手机、1299元的名牌三门冰箱等一大

批精选电器集中亮相3·15，价格非常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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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宁宣布对双流店展开全新

一轮的巨资升级。 经过数周的改造，成

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其升级工程已

经全面完成，明日就将以全新的面貌盛

装亮相，届时其全面提升的软硬件环境

将为双流消费者带来更加舒适的购物

体验，而一场携巨资作为保障的开业让

利盛宴也已经准备完毕，只待明日开闸

普惠。

据了解， 苏宁双流店开业期间，每

天早上最早进店的50名顾客将可以领

取价值300元的开门红包， 此红包可直

接抵扣现金购买电器。活动期间，购买

彩电、空调、冰洗、厨卫单件满一定金额

还可赠开米800G餐具净、 东菱电水壶、

锦杰斜纹三件套、32英寸液晶电视等多

样好礼。除以上外，针对套餐购买用户，

苏宁也推出了专属让利活动，只要购买

彩电、空调、冰洗、厨卫产品（单件商品

满1000元，三件商品以上）累计满一定

金额，即送32英寸液晶电视或智能手机

一台。

成都商报记者 伏永安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在2013年的3·15到来之际，四川苏宁将启动以“苏宁心

服务，云商正能量”为主题诚信服务月，推出家电免费清洗保养、安全监测等一系列

贴心服务举措，并连同众多家电厂商在3月15～17日期间推出春季家装特惠，全线

明码实价，价格一步到位。

地处深圳的百利玛国际厨卫中心总部是一

座致力于呈现国际家居最前沿潮流，专业展现高

端家居产品，为高端精英人士提供国际顶级厨卫

建材产品及相关服务的高端卖场，是真正的“鼎

级厨卫鉴赏家”。

而地处成都三环路武侯立交外侧的百利玛

友豪店是百利玛强势进军内陆的首个形象展示

店，经营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主营中高端厨卫建

材，涵盖进口及国产橱柜，厨卫电器，墙地砖，卫

浴洁具，各种中高端品牌软装墙纸，地板，家具等

配套产品及装修装饰公司，以五星级的服务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优质、高端、愉悦的购物环境和全

新的居家生活理念。

因为专业，所以专注。百利玛国际厨卫中心，

倾力倾心致力于厨卫建材及装修装饰，以其特色

和专长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厨卫建材

及装修的个性化需求。差异化营销，精准营销，百

利玛“不走寻常路”。

明天，3月16日，初春，由成都广播电视台携

手百利玛商场联袂举办的 “万人家博惠”暨

“2013年3月15~24日百利玛新春直供惠”将在百

利玛广场及商场恢弘启幕，届时，上百个知名建

材品牌，装饰公司，上千种建材商品，将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震撼热卖，绝对让您家装这件烦心事

情，顷刻间变得“省钱省事省心”。“厨卫装修，就

到百利玛”———震撼实惠超乎想象。

（苏鸣宇）

作为3.15诚信企业，创意家装饰的水电隐蔽工

程保修五年、其余装修项目保修两年、所有装修项

目终身成本维修； 主要材料采用一线知名品牌；使

用ERP报价体系，明码实价，无虚报漏报；每位客户

的工地由公司直接管理，绝不转包；统一售后，无论

是材料还是施工问题统一由公司承担责任，杜绝推

诿；实行颜色识别系统和集团

统一材料中心配送，彻底解决

工程中的偷工减料问题。创意

家装饰秉承爱与责任的理念，

挑战性价比之王，争做行业诚

信标杆。

（苏鸣宇）

朗润装饰百套德标样板间“彻底火了”

紧急追加50套！即刻开抢，抓紧了！

3·15良心承诺：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

现在拨打66660115、66660811或持《成

都商报》到店抢定德标样板间，“环保不达标，

全额退款！”同时还能拿到最高可达13800元

的卧房大礼！家装大乐透，液晶电视、烤箱、微

波炉等大礼现场抽取，中奖100%！

十年荣耀见证 品质诚心整装：

■50000客户荣誉见证

■全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

■2012年度最具设计实力整装品牌

■7000平米材料展厅，200余套国内外一

线品牌主材，八大风格意境间

3·15创意家装饰郑重承诺：

厨卫装修 就到百利玛国际厨卫中心

全新换装

苏宁双流店周末盛大开业

朗润装饰

1.

品质辅材 ：德标工

程辅材第三代升级， 品质

如金！

2.

品质保障 ：全城加

推

50

套德标样板间，免费

第三方环保监测。

我们承诺：环保不达标，

全额退款！

3.

品质大礼 ：整装万

元大礼，打造完美卧房！最

高 可 达

13800

元 整 装 大

礼。

4.

家装大乐透 ，液晶

电视、烤箱、微波炉等大礼

现场抽取，中奖

100%

！

5.

前

20

户持成都商报

到店客户更有额外好礼！

抢定热线：

66660115

66660811

活动网址：

www.lrzs.cn

活动时间：

2013

年

3

月

15

日

-17

日

活动地点：

二环路南四段

69

号

红牌楼栋朗润装饰

公交路线：

1

路 、

45

路 、

52

路 、

92

路、

111

路，停车位充足

关注指数：

★★★★★

创意家装饰

百利玛

国际厨卫中心

值

3.15

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 获得

2012

中

国（成都）家居三甲榜“最具环保品质家装公司”

荣誉称号的朗润装饰推出百套德标样板间活动，

而追求品质和环保的工艺，更是激励着朗润的不

断前行！

参与单位

朗润装饰

诚信

宣言

服务， 是衡量一个企业顾客满意度的重要指

标，也是决定家电连锁企业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

重要因素。 苏宁深知： 我们提供的产品只有服务

（我们既要卖产品，更要提供好服务）。苏宁云商作

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商之一，长期以“服务铸就

品牌”为品牌发展宗旨，积极推动自身及行业品牌

建设和消费者需求的提升，通过“全员服务”理念

竭力给消费者创造舒适难忘的购物体验和无与伦

比的服务。

参与单位

苏宁

诚信

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