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适而温暖

使用体验超出预期

说起冬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传统

供暖方式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弊端，特别是

近年来空调、电暖器日渐普及，采暖效果

却难以让人满意，长时间吹热风导致皮肤

干燥，嗓子不适，电费支出更是可观。而阿

里斯顿壁挂炉很

好地解决了这一

难题。

地暖通过燃

气壁挂炉产生温

度不高于60℃的

热水，经地板下盘

管加热整个地面，

均匀地向室内散

热，给人脚暖头凉

舒适感，完全符合

中医“温足而顶

凉”的理论。这是

目前最舒适的采

暖方式，且新房和

老房都适用。尤其

是老房，无需大兴土木，无需改造房屋，安装

外置式暖气片就可轻松实现。此外，壁挂炉

还能满足家居热水需求， 集供暖与热水于

一身，省钱又省心。

超高性价比

让消费者“钱”程无忧

据成都一位阿里斯顿壁挂炉经销商

介绍， 一般情况下，100平方米的房子安

装一套采暖系统费用总计2万元左右，在

普通家庭承受范围之内。 而阿里斯顿冷

凝壁挂炉拥有出色的节能性能， 大大降

低日常运行的花费，“几年内就省出一台

新壁挂炉”并非妄语。

据悉，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通过了

最严苛的CE认证， 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冷凝技术， 通过收集高温烟气在遇

冷凝结过程中释放的热量， 再转化到供

暖系统中以增加供暖热量， 并借助烟气

凝结实现废气中能量的回收， 供应热效

率高达109.8%，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

普通的壁挂炉因反复启停而影响使用寿

命，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独创的智能

AUTO变频科技能灵敏感应进出水温度

和室内外温差，自动选择加热模式，让机

器低耗高效运行， 高效节能的同时极大

地延长了机器使用寿命。 尖端冷凝搭载

独创的AUTO变频， 完美实现从内到外

的节能，达到前所未有的舒适。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欧洲顶级壁挂

炉品牌， 阿里斯顿备受成都市民青睐。无

论舒适还是节能，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都

是现代品质家居的不二选择。

（郭晶晶）

■吊顶瓷砖

【马可波罗瓷砖】800mm

畅销款， 零售价：362元/片，惊

爆价：136元/片

【诺贝尔瓷砖】600mm畅

销款， 零售价：129.8元/片，惊

爆价：43.81元/片，限150片

800mm畅销款， 零售价：

383.28元/片，惊爆价：138.8元/片

■卫浴

【德立卫浴】淋浴房，零售

价：3744元/套， 惊爆价：1980

元/套

【箭牌卫浴】立柱盆镜子

+龙头+花洒+坐便器，零售价：5952元/套，惊爆价:

1999元/套（不含配件，限量10套）

■墙纸

【罗曼蒂克】530×10000mm墙纸，零售价：583

元/卷，惊爆价：258元/卷

■木门

【鸿信御木堂】木门，零售价：1650元/套，惊爆

价：1198元/套

【玉檀香木门】木门，零售价：

2580元/套，惊爆价：1380元/套

■沙发客厅

【帝标】沙发，零售价：16980元/

套，惊爆价：5990元/套（限10套）

【米兰家居】沙发3+贵妃，零售

价：9980元/套，惊爆价：4980元/套

【华意空间】沙发，贵妃+单位

+3位，零售价：19530元/套，惊爆价：

7980元/套

■衣柜

【玛格】 包覆W型平开门+柜

体， 零售价：1968元/㎡， 惊爆价：

1106元/㎡

【帝露窝窝】 板式柜体+包覆

门， 零售价：2098元/㎡， 惊爆价：

999元/㎡

■橱柜

【欧派橱柜】特琳娜时尚膜压

套餐，惊爆价：14860元/全套

■地板

【久盛地板】栎木多层实木地板，零售价：445

元/㎡，惊爆价：178元/㎡

■软床

【百兰】世界杯纪念版床垫，零售价：8880元/

张，惊爆价：3980元/张

【梦尔软床】床+床垫+四件套床品+B功能箱

体，零售价：17960元/套，惊爆价：5980元/套

【米兰印象】迈阿密皮床+米兰Ⅱ床垫+2个床

头柜，零售价：14640元/套，惊爆价：6680元/套

【康茵】KT976床架+芬妮床垫，零售价：20600

元/套，惊爆价：4980元/套

■实木

【兰卡威】餐桌+餐椅×4，零售价：12596元/

套，惊爆价：4980元/套

【曲美】实木双人床，零售价：7071元/套，惊爆

价：3850元/套

■儿童家具

【松果】上下床，零售价：11090元/套，惊爆价：

5880元/套

■欧美

【奥克维尔】1.8

米床+床头柜×2，零

售价：27800元/套，惊

爆价：6980元/套

【美郡】 沙发

1+2+3，零售价：51520

元 / 套 ， 惊 爆 价 ：

15999元/套

率先展开五一促销

让消费者享受实惠

据悉，沁园推出售价仅998元的“风

暴一号”纯水机，这是一款诚心实意推动

净水普及的优质产品， 其超高性价比让

更多人消费得起。同时，沁园还推出一系

列优惠措施： 沁园RO-185E净水机，

QR-R5-01E、QR-R5-01H模块式纯水

机，三款优质畅销品最高直降1000元；买

直饮机享受至少8.8折优惠并送赠品；买

指定的纯水机就送管线机……沁园斥巨

资进行促销， 对于饱受饮水安全困扰的

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发挥领军作用

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净水市场一片混乱，

一些不合格企业往往把出厂价仅几百元

的产品卖到上万元。 市场暴利导致大量

“捞一笔就走”的游资进入，使市场发展

严重受阻。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内净水机

生产厂家超过3000家， 但有2000多家都

属于无证的“黑作坊”。

为规范市场秩序， 让消费者重拾信

心，沁园特推出仅998元的“风暴一号”特

价纯水机，让净水机价格回归理性，让更

多人买得起、用得上，加速净水普及步伐。

此外， 沁园从2007年就成为国家净

水器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

牵头起草和制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的饮

用水处理内芯》、《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

水处理装置》两项国家标准。在沁园的领

导和推动下， 两项净水国标今年终于出

台，将于8月正式实施，市场乱象将有望

终结。

保障大众饮水安全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沁园积极履行行业领导者

的社会责任，组织、参与了一系列利国利

民的公益活动，如“干净一杯水 健康中

国人” 公益宣传、“全民饮水健康知识讲

座”等。此次，沁园更是花费巨资进行促

销，以当仁不让的魄力让净水机走进千家

万户，为加速净水普及作出突出贡献。

沁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秉承“改善

全人类饮水健康”的宗旨，更好地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并发挥行业领导者的作用，

率领更多的净水企业参与到净水普及事

业中来。

健康饮水咨询热线：

400-672-2266

（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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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衣柜

【大津硅藻泥】素叠硅藻泥，零售价：228元/㎡，

活动价：88元/㎡

【瑞士卢森地板】进口地板，零售价：249元/㎡，

活动价：160元/㎡

【欧普照明】LED吸顶灯，活动价：199元/套

【索菲亚衣柜】C2框上下面板中间夹30cm横放

小百叶，零售价：828元/㎡，惊爆价：498元/㎡

【尼奥科尔曼衣柜】欧式滑门，零售价：1780元/

㎡，活动价：1158元/㎡

【和木居】定制衣柜2000×672×2800，零售价：

62800元/套，活动价：22800元/套

■卫浴瓷砖

【欧路莎卫浴】

智能坐便器， 零售

价：9900元/套，活动

价：3999元/套

【宏陶瓷砖】全

抛釉瓷砖， 零售价：

388元/片， 活动价：

82元/片

■沙发软床

【依诺维绅沙发】

戈雅沙发， 零售价：

5680元/套，活动价：

3780元/套

【施华洛沙发】

F-2099� 沙发 1+3+

妃，零售价：20875元

/套，活动价：8880

元/套

【顾家家居】样

品色沙发，3人位+

躺妃位， 零售价：

15807元/套，活动价：6980元/套

【美加庄园】布艺沙发1+2+3，活动价：6800元/套

【伊曼豪斯床垫】伊甸园床垫1.8×2.0，零售价：

12800元/套，活动价：5600元/套

【克蕾诗帝】软床+床垫，零售价：11300元/套，

活动价：4888元/套

■家具

【莫霞悦木】餐桌+餐椅，零售价：39030元/套，

活动价：16800元/套

【奥爵】餐桌1+4，零售价：60650元/套，活动价：

14800元/套

【言木】餐桌+桌椅2把+餐凳，零售价：8920元/

套，活动价：3680元/套

【美廷卡登堡】欧式家具002床，零售价：35800

元/套，活动价：10800元/套

【晓月蕾曼】实木家具硬背床，零售价：27600元

/套，活动价：9999元/套

【纪梵希】 法式家具大床+床头柜， 零售价：

86800元/套，活动价：19980元/套

【飞拉利】欧式古典家具床+床头柜，零售价：

68000元/套，活动价：16800元/套

【法卡萨】法式家具卧房+客厅+餐厅15件套，

零售价：267276元/套，活动价：79980元/套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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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至双楠商场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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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手册现场签到就赠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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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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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并可

享受所有优惠。

■强档活动：

活动一：家具、建材底价后商场再补

15%。活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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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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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元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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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元起的爆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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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统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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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装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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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灵商场：

“5.1价到”疯促4天

双楠商场：

千款商品爆底 5·1狂惠横扫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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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0.53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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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家居血拼爆款5.1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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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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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启动净水普及活动 让更多家庭喝上安全水

由于兰州自来水苯超

标等一系列水污染事件，人

们对饮水安全的信心受到

影响。对此，中国净水领导

品牌沁园，特于五一期间展

开促销活动，斥资5000万

元回馈广大消费者， 力图

“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用

上净水机”，推动中国饮用

水品质大幅提升。

舒适又节能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树立家庭采暖新风向

近年来，风靡国外的壁

挂炉产品逐渐进入国内市

场，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温

暖舒适的家居生活。 其中，

欧洲百年品牌阿里斯顿为

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节能

与舒适兼备的冷凝壁挂炉，

以最舒适的供暖方式和超

高性价比，为中国消费者提

供全方位家庭供暖热水解

决方案。

英皇卫浴

8891

花洒

我爱我家

FA100

双层床

九牧卫浴

1166-2-1

坐便器

小憨豆

奥爵

克雷诗帝

壁挂炉

998

风暴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