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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存50变500�定金10倍翻

活动还未开始， 优惠先来啦！5月31日之

前， 置家业主即可前往居然之家挑选心仪的

建材家具， 同时还可参与居然之家定金翻倍

活动：顾客预存20元、50元定金，即可获得200

元、500元提货卡， 提货卡可视为现金全场通

用。数量有限，先存先得，赶紧提前到居然之

家把优惠抓到手。

总裁签售 居然之家补贴5%

� � 在居然之家本次端午盛宴中，你不仅可以

一站购齐所有家居产品，还可以享受国际国内

一线家居品牌全城至底价的巨大优惠！ 据介

绍，除了品牌带来的优惠，居然之家总裁还将

再次坐镇，为广大置家消费者带来成交价基础

上再补贴5%的优惠。消费者无论购买全场任何

品牌的任何一款商品，甚至是限时折扣的特价

产品， 在缴纳全款后找居然之家总裁签字，将

在成交价基础上再省5%。“如此折上折， 商场

拿出真金白银， 保证商户优惠之后还能打折，

因此保证了产品真正做到全城最低价！”

除此之外， 作为主办方的居然之家也拿

出足够诚意， 承诺若在本次活动中购买的产

品价格高于同类卖场，居然之家将给予差价3

倍的赔偿，全力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购物满3000元 抽名牌空调

抽奖活动一直是居然之家的保留大戏，

在回馈消费者方面，居然之家从不吝惜。在本

次端午盛宴活动中， 居然之家为大家准备了

10台名牌空调作为丰厚的奖品。活动期间，消

费者交款满3000元可获得抽奖券一张，6000

元两张，以此类推。6月8日将现场开奖，幸运

顾客可获得由居然之家提供的名牌空调！

快申领“粽情盛惠卡”享特权

本次活动的参与凭证 “粽情盛惠卡”也

应势推出。据介绍，消费者手持盛惠卡即可再

尊享四大特权优惠：1.活动当日，签到即抽奖，

100%中奖。2.5月31日，顾客预存50元变500元。

3.1元墙纸、9元蹲便、398元书柜、999元床垫抢

回家。4.此外，“盛惠卡”还可以在5月31日17:

00-19:00免费畅享欣赏茶艺，品鉴龙粽。

现在就拨62831888， 或加入居然之家团

购QQ群145507028报名，并免费申领“粽情盛

惠卡”！

品牌：马可波罗

型号：A5008� A5003�

规格：500×500

特价：29元/片

备注：只送货不安装

品牌：法恩莎

型号：FB1698

规格：685×380×705

特价：980元

备注：限量20，不送不安装

品牌：九牧

型号：11129-1

36260-13-11C-1

特价：1699元/套

备注：不送不安装

品牌：萨米特卫浴

型号：S023

规格：728×394×627

特价：599元

备注：不送不安装 限量20

� �

品牌：顶固

型号：红樱桃 022边框+整

版百叶 特 价 ：498 元 / 平

方米

品牌：升达

型号：DSM-120

规格：1216×171×12

特价：69元/平方米

备注：净板价

品牌：康洁

名称：城市达人

型号：KJ-027

特价：特供价88折

备注：颜色两款任选

品牌：玛格

型号：N2

规格：20毫米

特价：510元/平方米

备注：限前10名定单客户，先

到先得。

品牌：上层上品·汇明

型号：喷涂

特价：38元/平方米

备注：不含人工费

品牌：天饰龙

型号：滚涂

规格：300×300

特价：68元/平方米

备注： 含人工含龙骨 不含

边角线

品牌：

CBD

型号：81号沙发

规格：1+3+妃

特价：9999元

备注：限10套

品牌：慕思

V6

型号：VB-013床架+床垫

规格：1.8×2.0

特价：6800元

备注：限10套

品牌：顾家

型号：1271沙发

规格：3+妃

特价：8680元

备注：限10套

品牌：欧桦

型号：40-168-1墙纸

规格：0.53×10

特价：89元/卷

备注：50卷,�不含人工、辅料

品牌：光明

型号：15852实木大床

规格：1.8米

特价：5990元

备注：限20套

品牌：红苹果

型号：R807一B床

R632B-20床头柜、R9219衣

柜（卧房三件套）

规格：床1.8×2.0、衣柜1.8米

特价：5380元

品牌：我的

e

家

型号：H812（卧房四件套）

规格：床1800×2000

衣柜1.8米

特价：5980元

备注：限15张

品牌：柏臻

型号：Hw9017床

特价：2880元

备注：限10张

品牌：兰花草整体家居

型号：PB632餐桌

PB655餐椅

规格：餐桌+6把餐椅

特价：12800元

备注：不含送货安装费

品牌：中至信

型号：2012床

规格：1800×2000

特价：28750元

备注：限10张

先行赔付：

先行赔付是指居然之家对市场内商家

经营活动承担连带责任。 当商家售商品出

现质量或服务上的问题时， 消费者可以携

带销售合同和交款凭证到居然之家投诉，

由居然之家先行向消费者赔付。

绿色环保：

在居然之家销售的所有商品必须都符

合《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国家标准； 由装修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不合

格，一个月内进行无条件治理；经治理后仍

不合格的,全额退还合同款,�并按合同款承

担5%的违约金； 由家具造成空气质量超

标，承诺家具可以随时退换。

一个月无理由退换货：

在商品验收后一个月内， 在商品无任

何损坏、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消费者

由于喜好等原因发生变化， 可以随时要求

换货退货（定制产品和专门为甲方订购的

进口产品除外）。

三包服务延长至三年：

非定制商品（包括家具和材料等）三

包有效期为三年。180日内出现质量问题，

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修理或换货； 在三包

余下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 由商家负责免

费修理。定制商品（如橱柜、门窗、定做家

具等）的标准配件部分（如电器、燃气灶

等），遵照国家或行业“三包”规定执行。

同一品牌同一价：

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后一周内， 发现所

购商品（必须是同品牌、同规格、同材质）

的正常交易价格 （不包括促销期的价格、

特价品和处理品的价格）高于同城其它零

售卖场，并能提供有效销售合同和发票的，

高出部分由居然之家双倍返还给消费者。

送货安装零延迟：

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送货和安装任

务，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即：每延迟一

天按已付货款的6‰向消费者支付违约金；

超过15天，消费者有权终止合同。

（曾婷）

活动时间：5月31日-6月8日

活动主题：居然之家名牌建材家具年中大促端午盛宴

活动内容：

髴存50变500，定金10倍翻髵总裁签售，商场再补5%髶满3000

抽名牌空调，限30台髷申领“粽情盛惠卡”，享4大特权髸儿童节

狂欢，购物抓玩具，再送儿童房净化服务

居然之家年中大促

本周末就来疯抢特价品，总裁签售返5%

定金10倍翻，购满3000抽空调，申领“粽情盛惠卡”享4大特权

端午节小长假，装房正当时！5月31日起，居然之家成都店将开展“年中

大促，端午盛宴”大型促销活动，无疑成为今年夏天整个家居行业和全城市

民关注的焦点。本次活动，居然之家凭借自身强大的号召力，集结了众多国

际国内一线家居品牌， 超实力豪华明星阵容带来专享优惠活动和疯狂特价

产品直供蓉城消费者。

端午期间，也时值儿童节来袭。顾客

到居然之家装房子买家具还可享受到众

多针对小朋友的专享服务：

1.6

月

1

日，顾客购物交款满

1000

元

即可获得抓玩具机会一次 （儿童家具单

笔合同交款满

1000

元可获得

5

次机会）。

2.

活动期间，顾客购物单笔合同交

款满

1000

元， 即可获得价值

500

元的儿

童房空气净化服务。

国内外一线品牌疯狂特价

6·1儿童节

来居然之家更有专享服务

兰

花

草

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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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居然之家

享五星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