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扣大礼

家具建材成交价基础上补贴5%

� � 本次新年活动， 居然之家成都店

可谓做足了准备工作，拿出全年红利

大幅度回馈消费者。总裁坐镇现场签

售，再给予5%的补贴，消费者购买全

场任何品牌任何一款商品 （家装公

司，非正式摊位除外），甚至是限时折

扣的特价产品，缴纳全款后找居然之

家总裁签字，将在成交价基础上再省

5%。如此折上折，商场拿出真金实银，

保证商户优惠之后还能打折，因此保

证了产品真正做到全城最低价！

购物大礼

130根金条疯狂送

市面上大多数促销活动都是人挤

人、脚踩脚，这样的活动往往让消费

者筋疲力尽， 还不见得买到好东西。

而本次落地居然之家的新年活动，绝

对不像其他活动一样打噱头，是真正

拿出了超低的特价，准备了充足的产

品，消费者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就肯

定买得到，绝对不用“挤破头、撕破

脸”。同时，居然之家还准备了丰富的

礼品———130根金条回馈消费者！消费

者在活动期间累计交款满5万元，在1

月4日、5日到店即可获得5克金条一

根，同时在商场内指定楼层和指定品

牌购物， 还有机会抽得5克金条一根，

限量30根！

贺岁大礼

满3000元抽20根金条

折扣、赠礼、补贴统统都有，抽奖

大礼怎么能少？

作为全国家居流通行业的龙头老

大， 居然之家不只是家具建材的经营

者，还提倡五星级的家居生活品质。据

介绍，在本次活动中，居然之家特地准

备了20根金条作为回馈消费者的重磅

豪礼！ 消费者参与本次居然之家的新

年活动，在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

月12日期间购买家具建材， 每满3000

元就可获得抽奖券一张，1月12日18点

30分现场开奖，20根金条礼献蓉城！

定金大礼

预存定金500元变1000元

据了解，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在居

然之家家装公司缴纳定金500元， 即可

获得500元全场通用券！购买产品时，可

当作500元现金使用。 与平时的优惠券

不同，提货卡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不论

产品原价、折扣或者特价，都可以再省

500元，力度大得实在惊人。需要注意的

是，该提货卡限量40份，先到先得！

开业大礼

买软装 送好礼

除此之外， 居然之家2楼软装馆的

兰花草、格莱美、沃威星、欧桦、DZG、伊

丽莎白、奥丁、威兹伯等一线软装品牌

重装升级再开业。凡是在2013年12月28

日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 在软装品牌

（壁纸布艺） 累计购物满10000元的消

费者，即可获得价值100元的礼品一份。

中式、实木家具节

只在居然之家

据悉，2014年1月4日至12日，居然

之家场内鑫匠轩、花梨传奇、瀚明轩、

左右东方、东方韵、鼎高尊鼎、鼎高-伊

豆田园、优璟、巴克庄园、九兰、聚丰、

永宏、A家、圣诞树、罗曼蒂克、法萨情

缘、榜样尚品、盛世鸿雅、盛世东方、迪

克森华等中式、 实木家具品牌联手打

造中式、实木家具节！活动期间全场中

式、实木家具5折起，购物满1万元得好

礼，满5万元得金条，购物满3000元更

可参与抽金条大奖活动。

部分限时特价产品一览：

九牧马桶 ：

1166-1� 限时特价799

元，工厂返现即送400元抵用券

萨 米 特 瓷 片 ：

SQY62517� 300×

600�限时特价79元/平米

圣象强化地板：

香樟木 限时特价

99元/平米

圣象木门 ：

栖楠桦颜色DF-333�

送合页和门吸 限时特价1433元

麦仕功能沙发：

2885A� 3+妃 （带

功能） 限时特价6190元（限10套，三

环内免费送货）

芝华仕功能沙发：

K623L1-1M�单

椅 限时特价1499元（限20张，不含运费）

新古传说床

+

床垫：

限时特价2180元

红苹果床

+

床头柜

+

三门衣柜

+

妆台：

床（801-23）+床头柜（R632-20）+三门

衣柜（922C-53）+妆台（R6524+M36）

限时特价3980元 三环内免费送货安装

爱思诺床垫 ：

KT1320� 1.5×2.0m�

限时特价1899元

天饰龙集成吊顶：

纳米滚涂系列 限

时特价68元/平米 含辅料安装，不含边角

康洁地柜

3

米

+

吊柜

1.8

米

+

烟机

+

灶具

+

水槽

+

龙头

限时特价14800元

我的

e

家

1.5

米软包床 ：

H813� 限

时特价1980元 限量20张， 不含送货

安装费。

（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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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装房子买家具购建材，2014年

开年最大让利活动———“新年送大

礼，150根金条贺岁大派送”， 就在

南三环琉璃立交外侧的居然之家！

购物满额得金条！定金成倍翻，500

元变1000元！全城比价，居然之家

再低5%！购物满3000元，金条赢

回家……史无前例的折扣风暴，千

件买断价产品直供蓉城，力度空前，

一让到底！据悉，就在前天，居然之

家第一批金条已经送出，150根金

条火速递减中！不要再犹豫了，赶紧

抓住参与居然之家开年促销活动的

最后机会，来抢购吧！

过年期间，谁来管工地？

家装行业比较特殊， 从业者多为外地人， 临近春

节，很多家装公司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都要回家过年。因

此，大部分家装公司在过年期间都停止营业，施工工地

没人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当业主有需求找到装修公

司时，装修公司也大多无法提供人手和帮助。为了防止

此类问题，业主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必须问清楚工期安

排、公司和市场休息时间和工人放假时间。在工人放假

之前合理做好工期的阶段性安排， 避免过年因为缺乏

人手形成的工程滞留、材料丢失等问题。

年前结账，别忘严格验收

年底到，各行各业都进入大忙季节。许多装修公

司在年前都力求结完工人的工资， 避免落下拖欠工

钱的名声，与此同时，装修公司就只能要求业主在年

前结算某些完工工程的款项，避免“隔年账”。在结

账的时候，业主们可不能因为时间紧急，就不做好工

程验收工作，老曾提醒大家，虽然年关很忙，但一定

要抽出时间对装修账目进行核对， 并亲自到工地上

对施工项目进行严格验收，必要时，也请及时找第三

方的专业监理帮忙。

过年心切，谨防粗糙施工

对于那些装修了一半、尚未完工的业主来说，在

假期里如果安排施工队继续施工， 业主们最好比平

时多去施工现场，从而防止工人为赶工期粗糙施工。

老曾告诉记者，他就曾遇上过这种情况，按照公司规

定，内墙要刷三遍墙漆，施工工人只刷了一遍。从表

面上看，区别似乎并不大，但是实际的工艺标准却降

低了不少，装修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老曾说，如果有业主朋友担心装修质量，尽管拨打

热线电话联系他。年关要到，为了业主朋友们能过个好

年，就算加班他心里也舒服。作为第三方良心监理，他的

使命就是帮助大家装好家，享受好生活！

（江涛）

12月26日，意凡投资有限公司重磅打造的10万平

方米航母级家居综合体“意凡家世界”全球家居招商

发布盛典在峨眉红珠山宾馆隆重举行。会上，国内近

千家家居精英共同见证了意凡投资有限公司与香港

家私协会、四川省家具进出口商会签订长期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的成功签订，将掀开乐山家居行业新篇章。

据意凡·家世界总经理胡海林介绍，意凡家世界

立足于乐山，辐射川西南家居市场，集建材、家居为

一体，是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售后的一站

式专业市场， 其商业体量及商业辐射范围都将乐山

推向新的高度。

据悉， 此次共有500多位国内外一线家居品牌商

家抢驻意凡家世界，并在现场签订了入驻协议，正式

加入意凡家世界。据了解，意凡家世界位于乐山市高

新区迎宾大道（大渡河桥头），是意凡投资有限公司

继意凡家居博览中心后倾力打造的又一大型家居商

业中心———一站式家居旗舰MALL。项目总占地约40

亩，总建筑面积约10.1万平方米，意凡家世界分为商

业MAll和营销中心两部分，其中商业MALL在整体平

面布局上呈倒三角形，地上六层，地下一层。外立面采

用后现代风格，以时尚、简洁、新颖的设计理念为主，

内部以三个景观中庭为核心，以一个大环线公共通道

和外环形成一个流畅、快速、无死角的购物交通流线

系统，利于人流快速分布到商场内部各个位置,且内

部主过道宽达7米，内部配套有儿童游乐区、小型餐饮

区、休息区、小型咖啡休息厅等，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全天可在商场内购物，享受一流服务的同

时，可一站式购买家装类全部商品。

（黄利琴）

之

老曾话家装

岁末年关到，家装要盯牢！

岁末将至，家装市场到了最繁忙、最紧张的时候。装修公司忙着抢活，业主忙着完工，可以说，整个

冬天，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已经交房的楼盘，都能听到电钻的轰鸣声。新博美的验房监理老曾看着焦急

的工人和业主，心里更是忍不住为他们着急，他特意提醒各位业主，就算再急，装修质量还是必须把控。

新博美连锁集团创建于1996年，经过17年的连

锁发展，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装饰行业第一连锁品

牌，旗下拥有九大连锁装饰卖场，聚集上千个知名

建材品牌、近百家品牌装饰公司，占据大成都50%以

上家装市场份额，是装修消费者信赖的专业品牌装

饰市场。新博美“透明家装大行动”为业主提供免

费审合同、审预算、看工地、家装咨询以及免费清水

房验房服务。做装修、买材料、就到新博美连锁来！

立即报名“透明家装大行

动”，享五大免费家装服务：

1

、 拨打热线

400 -028 -

0608

报名

2

、扫描新博美官方微信二

维码加关注

相关链接

意凡家世界全球招商 开启乐山家居新篇章

居然之家新年送大礼

150根金条贺岁大派送

左右东方 床

+

床头柜

2

特价

5880

元

意凡家世界引来不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