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板柜体

【双木林硅藻泥】平涂硅藻泥，零售价88元/

㎡，活动价59元/㎡

【升达地板】榆木地板，零售价458元/㎡，活

动价199元/㎡

【德贝橱柜】3米地柜+吊柜+品牌烟机+灶+

水槽，零售价15960元/套，活动价9980元/套

【诗尼曼衣柜】门+实木颗粒版柜体，零售价

1558元/㎡，活动价898元/㎡

【劳卡衣柜】衣柜门，零售价986元/㎡，活动

价199元/㎡

【帝泰保险柜】科密神卫 650×420×350，零

售价4180元/套，活动价2600元/套

■卫浴瓷砖

【乔登卫浴】浴室柜+面盆龙头+马桶+花洒，

活动价3280元/套

【德立卫浴】 拉丝银光波淋浴房， 零售价：

4352元/套，活动价1980元/套

■沙发软床

【凯迪威沙发】功能布艺沙发3人位+单人位

+贵妃，零售价17000元/套，活动价7380元/套

【汉淇沙发】真皮转角沙发，零售价24760元/

套，活动价9800元/套

【帝标卡玛沙发】沙发1+3+妃，零售价16800

元/套，活动价5990元/套

【喜临门软床床垫】意大利原创分体式床垫，

活动价22588元/套

【爱思诺床垫】床+床垫 1.8×2.0，零售价

20500元/套，活动价8990元/套

【慕思0769床垫】床垫 1.8×2.0，零售价

8532元/套，活动价6830元/套

【国际公馆】餐桌+4把餐椅，零售价19195元/

套，活动价7800元/套

【永盛木工坊】餐桌+餐椅，零售价19280元/

套，活动价6260元/套

【匠艺百年】餐桌+餐椅，零售价31740元/套，

活动价9980元/套

【柚尊】1.8M实木床，活动价3580元/套

【艾森娜】大床，零售价19800元/套，活动价

5980元/套

【东方韵】1.8M床 8A13虎斑木， 零售价

15598元/套，活动价3680元/套

【麦萨】1.8米楠木大床，零售价8800元/套，

活动价1980元/套

【凯蒂丝】 三门衣柜+1.5M床+床头柜+书

桌，零售价23196元/套，活动价11980元/套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吊顶瓷砖

【今顶吊顶】扣板，

零售价358元/㎡，惊爆价:�

99元/㎡

【ICC 瓷 砖 】

150x900mm畅销款，零售

价110.88元/片， 惊爆价:�

25.38元/片

■卫浴

【九牧卫浴】 花洒，零售价1931元/个，惊爆

价:� 799元/个

【英皇卫浴】 坐便器，零售价9780元/套，惊爆

价:� 1999元/套（限20套）

■墙纸

【桑巴蒂墙纸】530x10000mm墙纸，零售价720

元/卷，惊爆价:� 188元/卷

■木门

【帝露木门】

帝露原野， 零售价

2038元/套，惊爆价:�

1380元/套（不含

五金， 三套门起

定）

■沙发客厅

【MD】1+3+

躺椅时尚沙发，零

售价:17624元，惊爆价:10800元（限10套）

【顾家家居】沙发 3+躺，零售价15807元/套，

惊爆价:� 6980元/套（限20套，不改色）

【翡翠】祈福沙发+餐厅10件套，零售价40800

元/套，惊爆价:17988元/套（限6套）

■衣柜

【索菲亚衣柜】C2框整版小百叶，零售价828元

/㎡，惊爆价:560元/㎡

【KD】18橱柜体，惊爆价:198元/㎡

■地板

【升达地板】强化地板，零售价148元/㎡，惊爆

价:� 82元/㎡ 清仓产品（净板），惊爆价:30元/㎡

■软床

【喜临门】酷动F5220床垫，零售价3998元/张，

惊爆价:2588元/张

【玮兰床垫】嘉美兰多功能床垫，零售价2380

元/张，惊爆价：1480元/张

■实木

【南洋胡氏】双人床1.8米+低箱，零售价14680

元/套，惊爆价：4790元/套

【摩迪卡】大床＋床头柜x2，零售价38960元/

套，惊爆价：8980元/套

■儿童家具

【七彩人生】床，零售价5790元/张，惊爆价：

2380元/张

■欧美

【百合臻品】 大床，零售价26180元/张，惊爆

价：7880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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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卫浴五金5.1元起，地板48元，休闲椅336元，床垫888元……

全球家居5.1大血拼 尽在红星美凯龙！

工厂先放价，商场再直补！千款底价商品大爆底

活动时间：5月1日-5月4日

活动地点：红星美凯龙佳灵商场 红牌楼佳灵路9号

红星美凯龙双楠商场 二环路西一段6号

咨询电话：佳灵商场 028-66538888

� � � � � � � � �双楠商场 028-65938888

红星美凯龙5·1全球家居大血拼活动贴士

■抢先活动：

活动一、

顾客至佳灵商场花20元申领

《血战到底》手册，全城限量独享1000元大

牌血战券；活动期间前700名签到顾客再领

取30元红旗超市购物卡；预存800元，即可

换取1000元品牌购物卡，购物直抵现金，更

可同享其他所有优惠。

活动二、

顾客至双楠商场30元申领

《血拼底价》手册，即可免费领取200元通

汇卡一张，五一购物等同现金使用；5月1

日上午， 凭册现场签到就赠送30元红旗

超市购物卡一张；并有机会抽取5·1爆款

购买资格；28日前预存9000元即可换取

10000元（通汇卡），活动期间至相应品牌

购物等同现金， 更可与所有优惠同时享

受。

■强档活动：

活动一、家具、建材底价后商场再补

15%

：

活动间顾客至红星美凯龙佳灵、双

楠商场购买指定品牌家居即可享受所有

优惠后商场再补15%。

活动二、

100

个免单机会 ， 最高免

4999

元：

五一期间顾客至双楠商场联盟

商户品牌购买家具、建材，购物实收金额

满5000元， 即可填投抽奖券一张， 赢取

100个超级免单大奖机会，最高4999元免

单等你来拿！

活动三、爆款满场

5

块

1

开抽：

活动

期间顾客至双楠商场凭《血拼底价》就

有机会抢购沙发、记忆枕、花架、台上盆、

地漏等5块1起的爆款产品。

活动四、血拼爆款，折服全城：

装房

子扮靓家，谁不想买大牌家居。就在五一

期间， 这些大牌的价格不再让你的钱包

仰视，因为佳灵商场巨额直补，誓言给你

最平民的价格，最惊爆的折扣！

活动五、千件好礼满额送：

除了最给

力的价格，五一节的佳灵商场还有最热辣

的礼品，好家居，好礼品，5·1统统满足你。

活动六、最强装修季战火重燃：

活动

期间，顾客凭新空间、美家堂、业之峰、东

易日盛2014年装修定单， 即可至佳灵商

场领取金龙鱼食用油一瓶， 数量有限赠

完即止。五一活动期间签单的家装顾客，

还可领取600元大牌礼金券一张。

■劲爆特价：

双楠商场：

千款商品爆底 5·1狂惠横扫全城

佳灵商场：

“5·1价到”疯促4天

■独家血拼款

【诺贝尔瓷砖】800*800畅销款 零售价：

280元/片 血拼价：65元/片 限250片

【罗曼蒂克】卡通墙纸 10mx0.53m�零售

价：371元/卷 血拼价：36元/卷 限100卷

【帝露木门】 山川实木门 零售价：

2088元/套 血拼价：990元/套 限20套

【升达地板】漆彩地板 零售价：188元/㎡

血拼价：48元/㎡ 限200㎡ 每户限购10㎡

【玮兰】 月下床垫 零售价：2380元/张

血拼价：888元/张 限12张

【英皇】花洒 零售价：2868元/个 血

拼价：499元/个 限7个

【九牧】坐便器 零售价：1932元/个 血

拼价：399元/个 限20个

【帝王洁具】清洁桶 零售价：398元/个

血拼价：51元/个 限30个

【曲美】 时尚大床 零售价：5667元/张

血拼价：2850元/张 限5张

【我爱我家】超值双层床 零售价：4899

元/张 血拼价：1380元/张 限5张

【索非亚】鞋柜 零售价：1180元/个

血拼价：298元/个 限10个

【米兰家居】潮流休闲椅 零售价：1980

元/张 血拼价：336元/张 限10个：

■双楠商场：血拼爆款5块1起 限量热抢

【摩尔舒潜水艇】潜水艇地漏，零售价55

元/个，血拼爆底价5.1元/个，限量10个

【莱尔斯丹卫浴】5排挂钩，零售价182元

/个，血拼爆底价51元/个，限量10个

【乔登卫浴】台盆，零售价2380元/个，血

拼爆底价51元/个，限量5个，配件自备，限自提

【麦萨】楠木花架，零售价2380元/套，血

拼爆底价51元/套，限量10套

【喜可多床垫】太空减压记忆枕，零售价

398元/套，血拼爆底价51元/套，限量10套

【小憨豆鞋柜】鞋柜，零售价2160元/套，

血拼爆底价510元/套，限量10套

【浪鲸卫浴】坐便器，零售价2820元/个，

血拼爆底价510元/个，限量5个

【上域沙发】角几，零售价1280元/个，血

拼爆底价510元/个，限量10个

【汉琪沙发】沙发+妃，零售价16880元/

套，血拼爆底价5100元/套，限量10套

【莫瑞尼沙发】 沙发 1+3+妃， 零售价

13800元/套，血拼爆底价5100元/套，限量10套

莫瑞尼

纪梵希

德贝

罗曼蒂克墙纸

67402#

米兰家居

MLY-57

休闲椅

曲美

BW-06NEBY5-180

大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