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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华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等
所有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地板、木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括沙
发、茶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以及液
晶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房家电！装修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时，在装修
的过程中，业主不用自己出一分力，也不用自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装修进度，所
有装修项目一站式完成，不用再花一分钱，即可拎包入住！

2、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以 100 平米 3房 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装修，全套家具 3.5 万元 +人工、水电

3.5 万元 + 主材、基材 4.5 万元 + 地板、瓷砖 2 万元 + 卫浴、橱柜 2 万元 + 木
门、灯饰 2 万元 +8 大电器 2 万元 =19.5 万元，再加上交通费用、材料搬运费用，
最少需要 21 万元！
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 平米 3房 2厅，工厂价只需 159800 元，比自

己装修足足省下 5万多元，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不走寻常路：
成就了今日的“家装帝国”
天地和的总裁仲志强当初就是一名普通的建筑

工，在装修行业摸索探寻多年，因为了解行业的多重
“装规则”，又明白消费者最怕“装修受骗”，促使他
决心开创一条不同寻常的装修道路，天地和豪装工厂
店由此诞生，因为过硬的品质和吸引眼球的价格，天
地和一经开业就倍受业主力挺，并在多个城市迅速打
开市场。
“过去业主装房子，拿到的是五手货源、六手货

源。而天地和拿到的全是一手货源，怎么可能不省
钱？”这是天地和工厂店最大的优势，仲志强首次提出
了“工厂价装修，省钱一半”、“明明白白做装修，让业
主百分百满意”等理念，满足了老百姓“花最少的钱，
装最满意的家”的愿望，他觉得这是天地和和消费者
的双赢。

省钱不省料：
“家装帝国”的豪装不豪价秘笈

天地和通过联手 128 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
以工厂价进货，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又通过量
大价优的形式拿到了老百姓自己装修难以实
现的折扣，所以比业主自己装修又能省下不
少钱。

仲总举了个例子，装修所涉及的产品种类
成百上千，消费者要对每一个产品都了如指掌
极不现实。毫不夸张的说上百个装修产品，有了
中间商的加价和施工队的猫腻，样样都加价了
一倍以上，老百姓就要多花一倍的钱装修！结果
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装修的冤枉钱花在了哪。任
何人听了我跟他讲的话，他装修至少能省一半
的钱！一半的钱是什么概念？如果你装一个三室
两厅百平米的住房，就能省下一辆车钱！在天地
和装修，省钱的秘诀就是，让业主直接从厂家拿
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把中间商应该赚的
钱，全部返给消费者！

装修工厂店：
让装修同行倍感压力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的冰点价位，让很多业
主都摆脱了 “任人宰割”、“装修多花冤枉钱”
的命运。“装修省一半钱” 的价格攻势，对整
个行业都是一个剧烈冲击，很多装修业内的同
行都感到了强大的生存压力，因为他们的产业
链拉的过长，中间商太多，甚至有同行抱怨：都
要活不下去了！

现状：层层加价，预算翻倍
家装陷阱多，家装黑幕多一向为消费者所诟病。

普通消费者没有火眼金睛根本没法识别。家装是业
主与装修公司斗智斗勇、劳民伤财而又费心费力的
过程。近日，笔者针对本市家装市场展开探访，向消
费者揭开家装暴利背后的神秘面纱。
众所周知，装修行业是一个关乎民生的行业，却

几乎年年入选 "十大暴利行业 "，这本身就不是利国
利民的。老百姓在装修上多花的钱都被谁赚走了呢？

某大型家居建材经销商举了个例子：就拿地板
来说吧，出厂价也就是 10 块钱左右，可是从厂家到
销售部，最少加价 5%，销售部到大区总代，还要加价
5%，大区总代到地级总代，再次加价 5%，地级总代到
店面又要加价 5%，店面到家装公司还要加价 15%，
家装公司再到老百姓手里一次加价就要达到 30%。
最后，一块 10 元的地板，从厂家到消费者手中，价格
至少提高到 20 元！老百姓花在装修上的钱，一半都
被中间商赚走了，全算下来，一套房子多花好几万！
装修材料层层加价不算，通过调查发现，家装工

程对外转包，也会助长豆腐渣工程，增加装修成本。

有着十几年装修经验的项目工程师李某透露：家装
公司对外宣称拥有数十支质量过硬、技术精湛的装
修工程队，其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所谓工程队，就
是交纳了一定数量的押金挂靠的只有几个人的 "工
程队 "。而且这种现象不止一家，市面上不少半包模
式的家装饰公司，都不会“养”着工程队备用的，所
以说，消费者与装修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余下工程
就由装修“游击队”来 "主宰 " 了。这些“游击队”
通过偷梁换柱、偷工减料、带业主买材料拿回扣的形
式，5.5 万元的装修造价去除给家装公司的 1.4 万，
通过更换木芯板、地龙骨、瓷砖、减少刷漆的遍数等
方式，可以净赚 13000 元，也就是说，这位房主花了
5.5 万元的装修费，实际上花在他的房子装修材料上
的钱只有 2.78 万元。

抱怨：装修我也想放权，
只是现实太无奈

在家装市场上随机调查了一些正准备装修的业
主，他们表示，装修是件费神、费力、费心的活，如果

真有一家家装公司定价合理、用材有保障的话，他们很
乐意把家交给他们，自己放心去上班，但事实上，这种让
人放心的家装公司太难找。

王女士刚拿到了一套三室一厅 100 平米的房子，最
近几天因为装修的事情，没白天没黑夜的忙活着。晚上
泡论坛，看装修日记，白天跑装修公司，但一个月下来，
仍然没理出什么眉目，对于选择哪个装修公司，选择什
么样的装修风格以及半包还是全包的装修形式仍然没
有定下来。王女士说："装修褪掉半层皮，我这还没装修
呢，都已经熬的不行了，其实我也想把装修放权，自己安
心上班，可是目前这种装修现状，没办法放心呢！"

专家支招：家装模式亟需改进
据资深家装人士介绍，其实家装完全可以采取网络的

B2C模式，即商家直接到客户，这样中间商的层层折扣没
有了，装修更加透明，材料来源也更加有保障，再加上细致
的装修合同的约束，能最大化保证业主利益不受侵害，豪
装完全可以实现不豪价，目前这种家装工厂店的模式估计
一经问世会引起消费者的很大兴趣，让消费者省心、省力、
省钱，开开心心装修、轻轻松松上班、安安心心拎包入住。

从“普通工人”
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普通工人，如何一跃
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全新的“工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
的追问下，仲志强道出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 21 岁开始便进入一家地板厂工
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环节，他都非常熟练。后来他又先后
去过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仲志强回忆说，他在 12 年的
时间里，一共去过 6家建材厂和 2 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
说，他用 12 年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方面面。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2010 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房，他到装饰材料

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来，装修材料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
的出厂价最少要贵 2－ 5 倍，这可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修材料和家具都
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市面价格对比计算，弟弟的一套
110 平米的房子，居然少花了 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启发：为什么不
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厂价供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
环节，这样，老百姓装修至少可以省 30％至 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 300 万创建了天地

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就是要做厂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
拿到一手货源，省掉一半的装修费。
2011 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家豪装工厂店！
2012 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锡成立第二、第

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 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进，模式更加成

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
成为中国极具实力的家装集团，仲志强也成为当今装修界
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圣象地板、诺贝尔瓷砖、法恩莎洁具、华润漆、德国汉高防
水、

TCL

开关、创维、美的、格力等百余家品牌建材家居商

同样家装市场，凭啥贵一倍，同装一套房多花十几万
笔者“卧底”探秘家装暴利！

案例演示

重拳反击家装暴利
送福禄金马，豪送2万家电，再返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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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1:豪装工厂价立返3万元
★★在原豪装工厂价基础上，立返 3 万元现金，前 99 户打进
电话，还能再减 1 万元（1298 套餐除外）

特惠2：免费赠送20000元的八大家电
★★电器: 美的空调 2 台，创维 42 寸电视机 1 台，华帝油烟
机 1 台，华帝灶具 1 台，美的三门冰箱 1 台，美的 10 升燃气热
水器 1 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 1 台

特惠3：赠送金马一只
★★前 99 名打进电话报名，免费赠送金马一只

特惠4：港式精装设计费全免
★★香港设计师匠心独具的最流行港式奖状设计费全免

抢先报名专线：028-866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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