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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盛惠一：满千返千，最高返4999

� � � � 4月26-27日，单笔消费满1000元即可

参与返券活动，最高100%，多交多返，最高

返4999元，全场通用。前所未有的千万让利

活动，等你来享。

盛惠二：名品特供，“破冰”销售

4月26-27日，全城八店联动，千份特

供名品， 一线名品以远低于成本价特惠来

袭，买到就赚。

●四维洁具 马桶 原价2180元/个

特供价299元/个

●箭牌卫浴 马桶 原价1980元/个

特供价299元/个

●九牧卫浴 花洒 原价1645元/个

特供价299元/个

●安华卫浴 浴室四件套 原价428元/

套 特供价69元/套

●欧琳水槽 水槽（双盆）原价1606元

/套 特供价599元/套

●摩恩卫浴 龙头 原价 978元 /个

特供价99元/个

●鹰卫浴 马桶 原价2380元/个 特供

价299元/个

●韩邦吊顶 浴霸 原价 789元 /个

特供价129元/个

●联邦吊顶 浴霸 原价 801元 /个

特供价129元/个

●升达地板 地板 原价 169元 /㎡

特供价49元/㎡

●王者瓷砖 瓷砖 原价82元/片 特供

价49元/片

●蒙拉丽莎 瓷砖 原价 68元 /片

特供价19元/片

●美的厨卫 灶具 原价 899元 /个

特供价199元/个

●华帝燃气灶 灶具 原价1510元/台

特供价199元/台

●鸿信御木堂 木门 原价1680元/樘

特供价699元/樘

●千川木门 木门 原价1398元/樘

特供价699元/樘

●冰丽木门 木门 原价1480元/樘

特供价699元/樘

盛惠三：买建材送四级豪礼

4月26-27日，在如此大幅度让利基

础上，新博美连锁南门商场还将“锦上

添花”———“你买建材， 我送四级豪

礼”：购物满1000元送抽纸；购物满8000

元送锅具， 购物满12000元送好太太拖

把；购物满30000元送全自动洗衣机。具

体详见各商场店内公告。

盛惠四：签家装送空调、马桶

4月26-27日， 新博美南门店50大家装公

司集体让利，装修价格全年至低！只要在活动

期间下单家装，即可抱走空调、马桶、家装卡等

豪华大礼，如此福利尽在新博美连锁南门店。

2014年新博美家居盛宴就在4月26日

至27日！新博美，您身边的大型家装连锁卖

场，等您光临！

★升达地板49元、九牧花洒299元……百款主流名品前所未有超低价！

★买建材满千返千，最高返4999元……千万补贴绝无仅有的让利活动！

★购物再送洗衣机等家电大礼包……名品盛宴更有千台家电买就送！

★4月26-27日，只在新博美连锁全城8店，买到就赚到，不来要后悔！

4月26、27日

新博美连锁八店名品盛惠席卷全川

千万让利打造空前家居盛宴

【南门店】

●美标卫浴 花洒头 原价278元/套 特价86元/套

●帝王洁具 马桶 原价2520元/套 特价699元/套

●安彼卫浴 马桶 原价2486元/套 特价360元/套

●箭牌卫浴 花洒 原价2442元/套 特价899元/套

●圣象地板 强化地板 原价138元/㎡ 特价89元/㎡

●爱心木门 实木门 原价1180元/樘 特价980

元/樘

【太升店】

●四维洁具 马桶 原价1087元/个 特价399元/个

●鹰卫浴 三角阀 原价55元/个 特价1元/个

●摩恩卫浴 置物架 原价23.5元/个 特价1元/个

●卡瑞亚 衣柜 原价688元/㎡ 特价88元/㎡

【双流店】

●箭牌卫浴 马桶 原价3569元/套 特价1088元/套

●帝王洁具 太阳花洒 特价499元/套

●泰陶卫浴 马桶 原价2258元/套 特价299元/套

●老板电器 烟机+灶具 特价3980元/套

●格莱美墙纸 意式墙纸 原价680元/卷 特价

268元/卷

【郫县店】

●安信地板 强化地板 PK价79元/㎡

●三杉地板 强化地板 PK价76元/㎡

●圣象木门 实木门 PK价1480元/套

●盼盼木门 实木门 PK价1480元/套

●箭牌洁具 马桶 PK价799元/套

●TOTO卫浴 马桶 PK价999元/套

●泰陶卫浴 花洒 PK价499元/套

●希恩卫浴 花洒 PK价499元/套

【温江店】

●全友天天木门 生态门 原价1380元/扇 买断

价279元/扇

●德尔地板 木地板 原价409元/㎡ 买断价99

元/㎡

●万和电器 热水器 原价1598元/台 买断价

499元/台

●福缘木门 钛合金门 原价1118元/扇 买断价

198元/扇

●华宝电器 内燃灶 原价780元/台 买断价290

元/台

【彭州店】

●华帝燃气灶 灶具 原价1510元/台 买断价

199元/台

●帝王洁具 花洒 原价1990元/个 买断价299

元/个

●欧普照明 浴霸 原价358元/台 买断价129元/台

●圣保罗地板 E系列 原价168元/㎡ 买断价49元/㎡

●特陶卫浴 花洒 原价1350元/个 买断价299

元/个

【龙泉店】

●升达地板 地板 原价148元/㎡ 特价89元/㎡

●圣象地板 强化地板 原价159元/㎡ 特价99

元/㎡

●东鹏瓷砖 玻化砖 原价233元/匹 特价68元/匹

●箭牌卫浴 浴室柜 原价5478元/套 特价1999

元/套

●摩恩洁具 花洒 原价4080元/套 特价890元/套

【青白江店】

●马可波罗瓷砖 瓷砖 原价16.8元/片 特价

8元/片

●圣象地板 强化地板 原价149元/㎡ 特价55

元/㎡

●升达地板 地板 原价148元/㎡ 特价59元/㎡

●海尔电器 三开门冰箱 原价1999元/个 特价

1599元/个

●箭牌卫浴 马桶 原价2822元/个 特价980元/个

●千川木门 木门 原价1688元/樘 特价999元/樘

（曾婷）

新博美连锁全川八店（南门/双流/太升/郫县/温江/龙泉/青白江/彭州）名品盛惠盛大起航！在这里即将上演最强家居

盛宴，四重盛惠来袭。谁能抽取Ipad� Air？谁能返4999元？4月26� -27日，新博美将导演2014促销新传奇，主流大牌历

史性全城折扣，尽请参与！

八店活动部分特价抢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