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详情、产品信息以到店咨询为准）

（张玮）

全线品牌全城汇集，工厂直供底价后再享商场补贴， 邀您一起畅享 10 大主题活动，全

面击穿家居底价的极致盛惠！ 优惠后商场直返 20%，只加 1 元百万家电豪礼换回家，西南

首发 1000 件家居工厂纪念款疯抢到底，独家 1 元秒杀买断名品……所有的这些，只在 8

月 23日的红星美凯龙金牛商场。 家居巨头的开业特价风暴，只为爱家的你！

1元墙纸、9.9元瓷砖、99元马桶、

299元床、499元床垫……

疯狂开抢！

还有 2天！

金牛商场大牌家居

横扫全城！

红星美凯龙携 10 大开业活动、368 大

创世品牌、万余破冰底价一省到底！

【德莱宝】吊顶

零售价：261元 /平方米

活动价：118 元 /平方米

【友邦】吊顶

零售价：298元 /平方米

活动价：128 元 /平方米

【友邦】吊顶

零售价：358元 /平方米

活动价：158 元 /平方米

【顶上】吊顶

零售价：1280元 /台

活动价：499 元 /台

安装范围：厨房，卫生间限量 20台

【欧兰泥】彩玉

零售价： 328元 /平方米

活动价：131 元 /平方米

【浪鲸】花洒

活动价：899 元 /套

【科勒】斯延森分体坐便器

零售价：2810元 /台 活动价：999元 /台

【浪鲸】坐便器

活动价：899 元 /套

【睿祺】智能门

零售价：9980元 /套

活动价：7980 元 /套

【飞宇】雅麒推拉门

零售价：2388元 /套

活动价：1680 元 /套

【千川】门

零售价：1980元 /套

活动价：1380元 /套 限量包安装测量运输

【欧派】整体橱柜

活动价：11520 元 /套

【索菲亚】衣柜

活动价：898 元 /平方米

【欧派】20周年衣柜次卧套餐珍藏版

（阳光海岸衣柜 +床 +床头柜 2个）

零售价：11998元 /套

活动价：5999 元 /套 限量 30套

【三杉】3D同步精雕细纹面

零售价：238元 /平方米

活动价：143 元 /平方米

【欧美瓷砖】高晶玉石

活动价：99 元 /片

【樱花】热水器

活动价：1750 元 /台

【恒信华典】缅甸胡桃木沙发

零售价：62140元 /套

活动价：27500 元 /套

【路易法家】沙发

活动价：19999元 /套 限量 20套

【北美之家】床

零售价：10680元 /套

活动价：4980元 /套 限量 20张

【永盛木工坊】书桌

零售价：3800元 /张

活动价：1800 元 /张 限量 30套

【艾森楠庭 / 沐色阳光】1.8 米床 +2 个床

头柜

零售价：10800元 /套

活动价：3480元 /套 限购三十套

【MPE】乳胶床垫

零售价：5980元 /套

活动价：3980 元 /套

【MPE】智能睡床

零售价：29800元 /套

活动价：16880 元 /套

【爱思诺】床垫

零售价：4410元 /张

活动价：823 元 /张

【喜临门】床垫

零售价：5999元 /张

活动价：2699元 /张，限量 20张

精湛家居顶部空间风格， 明快清

新的颜色、干净利落的线条、若隐若现

的精致纹理， 直接唤醒了我们对现代

简约、时尚生活的热爱。 整体色泽轻柔

清新，时尚而优雅。 高品质生活从顶上

艺术开始。

窗外温暖的阳光撒进浴室， 伴着

清风门外麦浪声不绝于耳。 门内是一

片自己的天地， 每一样都是你精挑细

选的成果。 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你自由

的享受……

【浪鲸】连体坐便器 +现代浴室柜 +花洒

活动价：2699 元 /套

【TOTO】分体坐便器

零售价：3000元 /台

活动价：899 元 /台 仅限开业当天

如果你远离城市，别忘记在孤独夜

里，为梦想，为自己，留一席纯净。 如果

时间可以典藏，经典的款式将岁月的每

道褶皱都留在这里与你静候。让一扇门

来成就更多人的梦想。当大家打开这扇

门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这扇门背后那

个你永远的家。 当你关上门的时候，房

里的一切会静候与你的重逢。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您更需要一

点时间，让自己慢下来。真正的智者当

然更懂得享受；惬意的生活，更需要一

个拥有无限想象力的厨房。优质生活，

任何细节我们都不能放松， 感受到生

活乐趣，就要让您的厨房美到极致！

【志邦】橱柜

零售价：12772元 /套

活动价：5999 元 /套，限量 10套

【V派】橱柜

零售价：2560元 /延米

活动价：1638 元 /延米 限量 30套

收罗关于艺术的一切，为自

己精美的服饰找一个家。 灵活多

变的空间布局，近乎完美的收纳

体系。 高雅的色彩，简洁精练的

造型。 让空间、功能与美感之间

自由流转， 优雅盛放。 美丽的

衣服衬托的是人，而美丽的衣柜

衬托的是家。

在繁忙的生活中人们也许早已

淡忘了去感受自然， 当踩在地上

上时， 才知道生命的温床可以如

此地平实。 所有沉睡的种子，都可

以在这里孕育， 并赋予生命一种

变换的姿态。

漫天的樱花纷纷扬扬地洒落下

来，似翩翩起舞的少女，飘舞到地

上， 遗忘了那粉白凋零的花瓣

……耀眼的阳光为她们镀上了温

柔美丽的金色天衣。 樱花美得梦

幻，美得张扬，美得超凡脱俗。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

到更加珍惜， 属于自己的不要放

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想要得

到一定要努力。 累了把心靠岸，总

有起风的清晨，总有绚烂的黄昏，

总有流星的夜晚……这时，不如静

静地躺在舒服的沙发上让自己慢

下来。

LAZBOY

路易法家

帝标

非同

【圣爵】沙发

活动价：18888 元 /套

【Lazboy】沙发

活动价：8770 元 /套 限量 50套

【帝标鲁易】现代真皮沙发

零售价：19920元 /套

活动价：7430 元 /套

【斯高】沙发

活动价：14880 元 /套

【非同】沙发

零售价：13800元 /套

活动价：7280 元 /套

【贝朗】沙发

活动价：3980 元 /套 限 5套 /天

【顾家家居】沙发

活动价：5999 元 /套，限量 4套

如果时光可以典藏，寝具将

岁月的每道褶皱， 每个影子，每

处声音， 都细细地缝在这里，伴

你入眠，与你静候，收纳时光与

年华！

家， 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在

我的意识里，在醒来梦去的眸子

里， 清晰如昨。 我常常在思考

“家”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家是

酝酿爱与幸福的酒坊，是盛满温

馨和感动等待品味的酒杯。一杯

红酒，一曲萨克斯，仰卧在沙发

之上， 感受背部被柔软包围，全

身的疲惫从全身流走，身心全部

得到释放，这就是家的温暖。 家

具，是一门视觉与享受的双重艺

术，唯有高超的工艺，才能将美

好设想为现实。

玉，因琢而成器，木，因雕而精美；

清，尚木，亦尚西为中用，当西方之优

雅， 历经中国巧匠之手， 一道道的沟

壑，便像时间洗刷的烙痕，烙在了这块

板上，呈现一幅幅唯美的浮雕装饰。

柏家居

北美之家

【耀邦】床 +床头柜 2个 +四门衣柜

零售价：8832元 /套

活动价：2980元 /套 限购 100套

【顾家家居】床 +床垫

活动价：6568 元 /套

慕月

柏森

青岛一木

艾森

【柏家居】1.8 米床 +2 个床头柜 + 三门衣

柜

零售价：16580元 /套

活动价：4880 元 /套 ，限购 20套

【柏韵堂】柏木床 1.8米

零售价：5100元 /套

活动价：1880 元 / 套，限购 5张

【青岛一木】全实木卧室 四件套(双人床 +

床头柜 2个 +四门衣柜)

零售价：49800元 /套

活动价：29800 元 /套

【幕月】1.8米实木大床

活动价：5570 元 /套

【柏森】床 +床头柜

零售价：29810元 /套

活动价：13180 元 /套

【华艺雷森那】雷森那家具 +华艺灯饰

零售价：32800元 /套

活动价：19800 元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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