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TOTO

产品：分体坐便器+阻尼盖

型号：CW764RB/SW764GB+TC394CVK

特价：1799元/套

品牌：科勒

产品：厨房龙头 型号：K-8616T-1-CP

特价：399元

品牌：九牧

产品：淋浴房 型号：M3041-3c01-JMO

规格：900×900×1850

特价：1899元

品牌：法恩莎

产品：花洒 型号：F3M8181C

特价：299元（限量30个）

品牌：安华

产品：卫生间四件套

特价：68元（限30套）

品牌：马可波罗

产品：瓷砖

型号：CH6118�规格：600×600�

特价：29元

品牌：诺贝尔

产品：瓷片 型号：18101

规格：300×450

特价：8.9元

品牌：蒙娜丽莎

产品：瓷砖 型号：30-45DJ2538�

特价：6.8元/片

品牌：千川木门

产品：CB15指接实木门

特价：1598元/樘

品牌：玛格衣柜

产品：家美系列移门

特价：365元/平方米

品牌：联邦高登衣柜

产品：AW501百叶

特价：398元/平环保级别E1级

品牌：大自然橱柜

产品：3米地柜+3米台面+1米吊柜+水槽及龙头

品牌：必美地板

品名：奥地利原装进口地板

型号：KAINDL7684

劲爆价：123元/平方米

品牌：大自然地板

品名：榆木仿古复合实木地板

型号：H9412� �规格：910×126×15

特价：249元/平方米

品牌：氧宜多

品名：氧宜多生态硅藻泥

特价：68元/平方米

品牌：方太

品名：方太灶具 型号：FC6G

原价：1798元 特价：598元（限50台）

品牌：芝华仕

产品：功能沙发 型号：K623� �

规格：单椅

特价：1499（限30张，不含运输安装费）

品牌：兰花草整体软装

产品：墙纸 型号：612-35

特价：56元/平方米

品牌：光明

产品：全实木大床 型号：1576-1930

规格：1.8米

特价：4390元（限10张，三环内免费送货安装）

品牌：红苹果

产品：一桌四椅（限黑橡色）

型号：R213餐台+R465餐椅

规格：1550/1200×850×760

特价：2380元（三环以内免费送货安装）

品牌：我的e家

产品：卧房四件套 型号：H812

规格：1.8米大床1张+四门衣柜1组+床头

柜2个

特价：5980元（限10套，三环内免费送货安装）

品牌：鼎高·尊鼎

产品：床 规格：1500×2000

特价：6800元（不含运输安装费）

品牌：华美法罗

产品：客厅+餐厅+卧房 型号：13件套

特价：41800元（限5套，三环内免费送货安装）

品牌：伊莎丽宫

产品：客厅+餐厅+卧房

型号：14件套

特价：41800元（限5套，三环内免费送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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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现在装房子 买家具去哪里？

当然来居然之家“2014新春名牌家居购物节”

联合推出“绿色环保家居行动”

为引导科学消费，让广大消费者知道什

么是绿色装修材料、绿色家居，帮助消费者

实现“放心买，健康住”的绿色家居梦，成都

市消费者协会、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绿色家居

环境技术工作委员会联合成都商报在3·15

期间推出“绿色环保家居行动”。居然之家

作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家居连锁商场率

先加入本次行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绿色环

保家居一条龙服务。同时，市消协、绿居委、

成都商报将联合居然之家打造 《绿色环保

家居》公益手册，帮助消费者科学规划环保

家居、理性购买绿色家居饰材。

届时，市消协、绿居委、成都商报三方将

联合居然之家举办《绿色环保家居》首发仪

式，并免费限量派发该手册。

大牌旗舰店开业聚惠

在本次居然之家“2014新春名牌家居购

物节”上，TOTO、科勒、索菲亚、欧派、芝华

士、红苹果、慕斯3D、光明、双叶、大自然衣

柜、联邦高登、箭牌、方太、AO·史密斯等一线

知名家具建材大牌的旗舰店将盛大开业，集

体亮相居然之家。如此大规模的一线家居品

牌旗舰店同期开业，在业内首屈一指。

当然，这些大牌旗舰店开业将拿出上百

款低于成本价的产品进行现场发售。消费者

可借此机会一睹旗舰店齐聚开业的风采，以

及新产品带来的家居美学体验。

“

展昭驾到

”

大牌明星助阵3·15

� � � � 3月9日，扮演“展昭”的何家劲将走进

居然之家成都店的芝华仕头等舱沙发专卖

店。届时，除了可以一睹何家劲的飒爽英姿，

还有想不到的优惠等着你：明星现场签售增

值；价值860元宇航枕限时120元抢购；芝华

士豪华单椅1499元抱回家，还有机会免费抽

取头等舱沙发……让你既能体验明星的风

采，又能享受超值的优惠！

两大真实优惠 八大服务承诺

在本次2014新春名牌家居购物节中，居

然之家拿出两大真实优惠：商场总经理签售

直省现金3%和购物累计满5万元（活动期间

购物满3个品牌， 每个品牌最低消费1000

元），即可获得5克金条，满10万元可获得i-

Pad� Air的返利活动。

此外，购物满3000元还可参与商场抽奖

活动，20台4G� iPhone� 5s手机等你拿。

除了好产品低价格、丰厚大礼之外，居然

之家还为消费者提供高保障———先行赔付、绿

色环保、售后服务延长至3年等八大服务承诺。

居然之家还承诺凡是在本次活动中购

买的商品全城至低， 从购买之日起60天内

价格如高于其他卖场， 居然之家将给予两

倍补差。

（曾婷）

活动主题：2014新春名牌家居购物节

活动时间：3月1~16日

活动地点：南三环琉璃立交外侧·居然之家

参与方式：拨62831315申领《赶集卡》

关注微博 礼品更多：

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居然之家成都店

春暖花开，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装家念头

在蠢蠢欲动……如果你的新房两年就准备

换掉，如果你不在乎你和家人的健康，如果

你只是为了凑热闹抢相因，那么以下推荐的

这个活动，请你“绕道而行”！

之所以要推荐这个活动，是因为每年3·

15期间各大卖场的促销活动都让消费者眼

花缭乱， 到底应该去哪儿？ 参与哪家促销？

“我真的不知道！”

之所以要推荐这个活动，是因为这个商

场考虑的不是来多少人做多少销量，它是真

正在关注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

之所以要推荐这个活动，还因为本次活

动公信力极强，信誉度极高，绝不搞忽悠，是

实实在在为消费者奉上家居饕餮！

要推荐的这个活动就是， 居然之家

“2014新春名牌家居购物节”———3月1日

至16日，成都商报“3·15绿色环保家居行

动”携手居然之家，面向全城提供绿色环保

家居一条龙服务；与此同时，居然之家利用

手中厂家资源，联合50大一线建材、家具、

软装品牌， 拿出千款绿色环保产品限时折

扣；更有总裁签售3%的折上折，好礼、金条、

iPad� Air、4G� iPhone� 5s等送不停！

据悉，本次“新春名牌家居购

物节” 期间还有一场家居赶集

“惠”，就在3月1日（本周六），包括

科勒卫浴、TOTO卫浴、 诺贝尔瓷

砖、马可波罗瓷砖、欧派整体家居、

索菲亚整体定制衣柜、大自然衣柜、

TATA木门、必美地板、方太厨卫、

芝华士家居、兰花草整体家居、顾家

家居、红苹果家居、双叶家具、光明

家具等在内的50个一线知名大品牌

终极让利，疯抢9小时！

3月1日来居然之家家居赶集

“惠”， 签到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

份，与此同时再享6大特权：

特权

1: 50大品牌限时折扣击

穿全城底价

特权

2

：

订制3·15� 定金10倍

翻

特权

3

：

终极让利 总裁签售再

补3%

� � � �

特权

4

：

购物满5万元送金条

满10万元送iPad� Air

� � � �

特权

5

：

满3000元抽20台 4G�

iPhone� 5s

� � � �

特权

6

：

居然特聘服务监督员

高额年薪轻松拿

3月1日家居赶集“惠” 50大品牌终极让利疯抢9小时

爆

款

特

价

低

得

让

你

心

跳

欧派橱柜

兰花草整体家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