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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花4万多元

就能装10万品质房

拨打公司活动电话 “端午”享上舍居工厂价

“一分钱一分货， 羊毛

出在羊身上”， 对于消费者

而言， 这似乎是很多行业都

适用的一句至理名言，“花

冤枉钱”也成为有些消费者

不得不接受的买卖 “潜规

则”。在家装行业，双方信息

的不对称、 消费者专业知识

匮乏，这样的情况可能更甚。

为了更好地了解装修价格的

真实性， 近日笔者走访了多

个楼盘， 采访到几个现实案

例，让人心有余悸。

端午期间， 上舍居装饰推出10余套实景样板

间，真实呈现实际运用效果，并把每个部件明码标

价，让消费者手持家装清单表，跟着设计师挨个比

选，装修花多少钱自己也能当场算得明明白白。消

费者购买所有建材、家居都能享受工厂直供价和设

计师“一对一”的服务，而专业的售后团队和媒体

监督更能确保装修全程无忧。

活动时间：

端午佳节

活动优惠：

套二的房屋为例， 市场价至少要

花7～8万元， 在上舍居工厂直供价全包仅需

4.88万元。现在前100名打进报名热线的业主还

可享直降1万元的现金优惠，算下来只需3.88万

元， 持本报在活动当日到现场定装修的业主，

仅需添加999元， 就可获赠价值4000多元的客

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全套灯具赠

送； 活动期间加1899元还可享受全房客厅、餐

厅、卧室11件家具全赠送。

（苏鸣宇 图据上舍居装饰）

案例一：

张先生 ，家住现代城 ，房屋面积

89

㎡ ，结婚

新房。

张先生选择的是基础装修， 自己到建材市场

购买的主材，屋内没做过多的造型和吊顶，整屋木

地板铺装，乳胶漆刷墙，简单做了电视墙，整个装

修下来，张先生花了7万多元。

张先生告诉笔者，由于是第一次装修，没什

么经验，之前是计划10万元包完家具、家电，没想

到后来还是超了预算。不过张先生表示，只要住

得安心，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毕竟“羊毛出在羊

身上”。

案例二：

李女士，家住卓锦城，房屋面积

90

㎡，去年装

修的房屋。

李女士当时选择的是“一站式” 装修服务公

司———上舍居装饰，所有的主材均在套餐公司6000㎡

的建材超市内选购。笔者看到，李女士的整个装修包

括局部造型，客厅、餐厅吊顶，整屋木地板铺装，乳胶

漆刷墙。整屋全包下来，花费4万多元。李小姐告诉笔

者，因为自己的朋友之前就是找的上舍居装修，自己

看了之后觉得还不错， 后来也选了几家公司进行对

比，同样的装修上舍居的价格最为适中，装修对于她

来讲要追求“物美价廉”，结果也令家人比较满意。

为什么面积相差无几的装修， 价格会出现

这么大的差距？带着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上

舍居装饰总经理苏畅，苏总告诉笔者，装修其

实很大一笔费用是出现在流通成本上，比如主

材 ， 传统装修材料是通过厂家———总经销

商———分销商———卖场———门店的多重渠道 ，

最后卖给消费者， 这样的材料已经层层加价，

多层回扣。

为了给消费者创造更好更为透明的装修环

境，引导行业正能量发展，上舍居通过10年的沉

淀，建立起集装修、建材、家具、灯具为一体的

“一站式”装修服务体系。据了解，目前上舍居

的家装建材超市已达6000㎡， 超市里的主材全

部是由厂家终端集团化采购，省掉卖场、经销商

等中间的各种加价环节，拿到的是一手材料价，

普遍比市场价便宜30%～40%；装修材料全部统

一配送，杜绝回扣，可再省掉30%；施工不转包，

还要省掉10%， 所以全屋整装比传统装修最高

省70%。

苏总表示，上舍居的营利机制并非从业主身上

获取直接利润，而是通过与工厂合作提前促销让利，

完成厂家制定的走量任务，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可

以说，在上舍居装饰，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而是

“牛”身上。

同面积装修，价格居然相差一倍

装修成本到底花在了哪里？

成都商报家居版全程监督“端午”享工厂价确保装修无忧

西南地区特大家装整装展馆馨居尚装饰，自开业后便凭借其独

特的省时、省心、省钱一站式整装服务、极为严苛的德系施工标准、

绿色环保的建材家具等优势，火爆整个蓉城，成为众多家装业主口

碑相传的优秀整装公司。时值六一、端午双节之际，馨居尚装饰再度

重磅推出“环保家装 双节盛惠”活动，以颇具性价比的整体家装回

馈感谢市民的热情支持。

省时省心省钱

整装优势明显

选择馨居尚的市民都有这样的感

受———展馆大、户型全、选择多，整个馆

厅将整体设计、整体基装、整体主材、整

体家具、整体软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展现

出来了，非常直观方便，真正将基装、主

材、家具、家电、软装、灯具等在内的所

有环节都涵盖进去，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一站式家装整装服务。

在馨居尚， 市民们只需花一天工

夫， 选好你喜欢的家装风格和主材、家

具、家电等产品，剩下的就全交给馨居

尚了，节约了以往分门别类挑选所耗费

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同时，馨居尚还采

取目前装修业最流行的德标工艺，按德

国人精确到极致的工艺水平，保障整装

的品质水平，让市民的家装不再备受心

理煎熬， 完全放心把钥匙交给馨居尚。

更重要的是，馨居尚通过大规模地从建

材厂家直接购买材料，省去消费者个体

无能为力的中间环节，因而节约出了巨

大的利润空间，才最终把实惠落到市民

身上， 切切实实做到了省钱。“我们不

赚客户的钱， 只赚经销商的返点钱！”

这也是馨居尚董事长唐建武对消费者

的承诺。

工程质量过硬 全程透明可监督

成都商报为你的家装保驾护航

馨居尚的德系工艺标准， 是市民业

主选择的重要依据， 这也是目前家装业

最严苛而精确的家装施工及验收流程。

在馨居尚，100多位优秀设计师组成的设

计团队，80多位高学历管理人才，100多

位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组成的工程管理

团队，500多位技术精良的专业技工组成

的施工团队……这些都让馨居尚的整个

装修过程可追溯，不仅工艺的全透明，还

有施工过程的无障碍监督、 工程涉及各

方的无障碍沟通，“我们通过展馆的形

式把装修的要点全面暴露在消费者眼

前， 让装修整个过程的每一点置于多方

面前，使管理过程完全透明。”

同时，选择馨居尚装饰，也是选择

了成都商报为你的家装保驾护航，选

择了报纸、电视台、搜房网等多个权威

公信媒体的同步监督。 你的任何不满

意，都将有媒体、公司、业主三管齐下

的督导解决， 完全免除了家装整装的

后顾之忧。在成都，只有有实力、有信

心的家装公司， 才敢作出这样的监督

承诺， 这也是馨居尚作为装修业一线

品牌的坚实基础。

选择馨居尚

就是选择绿色环保

现代家装除了省时、省心、省钱，环

保健康也是都市人极为重视的要素。在

馨居尚的德系工艺的严格要求下，所有

主材辅材、家具软装，都达到了全球领

先的欧洲E1级环保标准———德国板材、

德国龙骨、德国都芳乳胶漆、德系防水、

德国PPR水管、 德国电线连接器等等。

以墙面为例， 馨居尚使用的是堪称

“零”污染系统的德系墙面，包括无甲

醛、 苯等有害物质的德国汉高界面剂；

奥运鸟巢的腻子，达到世界顶尖的“绿

色十环”环保标志；欧洲最早最专业的

德国都芳乳胶漆，连续二十五年获得世

界最严格环保产品认证“蓝天鹅认证”

……所有的这些，都是馨居尚为家装市

民奉上的环保配置。“每一个品牌，每

一种材料， 都是专业人员严格采购来

的，而且一旦出现供货质量问题，该商

家就会进入我们的黑名单，成为全行业

的‘过街老鼠’。”之所以有如此近乎

绝情的苛求， 就是因为馨居尚相信，只

有健康的居家，才有幸福的生活！

客户好评如潮

业主送锦旗感谢

想消费者之所想，做到了自己的极

致，消费者自然看在眼里。龙湖三千集

的周女士在五一节当天选择了馨居尚

做家装，设计师介绍样板间风格，还陪

她花了大半天选好了建材家具家电，又

精制出设计样图； 工长把验收要点、工

人工期等一一交代嘱咐；施工中，监理

随叫随到，水电等管网走线图纸还让她

妥善保存，这些服务都让她全方位感受

到了省时省心省钱的优势。“我现在都

很少去现场了，完全可以放心等到拿钥

匙验收了。”周女士对新房装修赞不绝

口：“方案沟通及时，工期不拖延，工人

师傅的手艺也专业到位，太贴心了！”

而在近日，龙城小区的刘先生专门

送来了一幅写有 “诚信至上， 管理有

方”的锦旗，感谢馨居尚装饰及其监理

鄢朋。据刘先生介绍，自4月施工以来，

馨居尚在隐蔽、防水、木作、墙地砖、乳

胶漆、主材等验收时，对工地施工质量

非常的认真负责，现场施工文明，各项

工程质量和进度严格把控，刘先生的新

装房俨然成为小区内接待邻居们鉴赏

参考的样板间了。而他在对工程施工过

程中有疑问质疑的时候，监理人员都是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耐心解释并提

供解决方案， 对此刘先生非常满意。这

也是众多前来赠送锦旗的业主的共同

心声。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馨居尚家装整装

环保家装 双节盛惠

省时、省心、省钱全套整装，严苛的施工、验收和德系工艺保障让居家更环保

一、精美进店礼

二、现金翻倍礼

三、签约环保礼（德系工

艺、德系材料）

四、签约豪华礼

五、品牌升级礼

六、双节特惠礼

备注：活动内容详情请进店咨询

活动期间 馨居尚倾情奉献“六重大礼”

咨询电话：

84378877�

84378828

馨居尚地址：成华区驷马

桥圣地亚家居A区4楼

行 /业 /快 /递

近几年来， 跨界发展成为实力企业

的热点， 然而与许多企业围绕所在行业

跨界发展不同的是， 八益集团突破了家

具行业跨界范畴，开拓农业、地产业、收

藏业，日前又开拓了白酒行业，不断实现

企业跨领域发展。26日上午10点，随着20

辆满载八益“尚扬”美酒的货车从成都

八益家具城广场出发。 八益开始携手茅

台镇，正式进入白酒行业。

据八益集团总裁王学茂介绍，成立

于1985年的成都八益家具集团，现已形

成包含家具生产、市场流通、文化产业、

化工产业等八大产业、十六个下属子公

司的企业集团，八益集团即将迈入第30

个年头，利用八益的品牌优势和渠道优

势扩展企业，为八益未来发展再提速。

为此，传统的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成

都八益家具集团下属企业八益尚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将出品的数万瓶茅台镇酱

香型白酒礼增全川。5月31日～6月2日期

间， 凡在八益家具城购买家具的消费者

均可凭单据免费领取 “端午浓情大礼

包”， 内有价值数百元的八益尚扬酒两

瓶，价值百元的品牌香粽一份。“端午浓

情大礼包”每日限量发放100份，先到先

得，送完为止。

成都商报记者 黄利琴

家居企业跨领域发展

八益卖酒了

原本，卫浴洁具大多以高贵品质成

为家居建材市场中的 “精品饰材”，但

卫浴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令消费者

在选购时可能会遭遇不良商家的陷阱。

消费者应该学会一些方法，才能选购到

正规且环保的好产品。

水龙头：

第一、观察外表。水龙头的表面镀

层要光亮如镜，表面无氧化斑点、气孔、

漏镀、泡以及烧焦痕迹；用手指按压表

面后指纹散开很快且没痕迹。

第二、看质量。黄铜材质的更有保

证，锌合金次之。

第三、试手柄。动手旋转多次，感觉

轻便，无阻滞感的阀芯好。

第四、试水流。用手指触摸感觉水

流，水流柔和并且含泡量丰富，说明起

泡器质量较好。

马桶：

第一、手轻抚表面，釉面和坯体的手感

十分细腻为好，在灯光照射下表面无小孔。

第二、手轻敲，敲击声沙哑、不清

脆，这样的马桶很可能会有内裂，或是

产品没有烧熟。

第三、手伸进污口处，手感粗糙则

内部没有釉面，容易漏水。密封垫还应

是橡胶或是发泡塑料制成。

第四、试冲水，水箱≤6升水的情况

下，3次冲水， 至少要能将5个注水乒乓

球冲出。

淋浴房：

第一、全透明玻璃的淋浴房更时尚

和活力；老年人或传统型业主可选磨砂

玻璃的淋浴房，最大好处是洗澡时家人

可同时使用卫生间。

第二、看关键配件，检查滚轴承、

门夹、拉手、横梁、天桥等，最好都使用

高强度的不锈钢材质制造， 用不锈钢

螺丝，去水要有过滤和防臭功能。

第三、底盘选择，带缸式高盆适合

有老人或小孩的家庭，还可洗衣、盛水

等多用，不足之处是搞卫生麻烦；低盆

则简洁价格低。底盘质地以人造石牢度

最好，清洗方便。

浴室柜：

第一、最好是选择挂墙式、柜腿比

较高或者选择带轮子的，远离潮湿。

第二、 金属件一定要是经过防潮处

理的不锈钢或者浴室柜专用的铝制品。

第三、保障进出水管的检修和阀门

的开启都方便。

成都商报记者 张玮

质量参差不齐 卫浴选购防陷阱

装 /修 /防 /忽 /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