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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地和装修，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品牌，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三锤砸向虚假材料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华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等所
有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地板、木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括沙发、茶
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以及液晶电视、
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房家电！装修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时，在装修的过程中，
业主不用自己出一分力，也不用自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装修进度，所有装修项目一
站式完成，不用再花一分钱，即可拎包入住！

1、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以100平米3房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装修，人工26000元+基材16600元+小五金
9050元+主材32500元+厨卫18000元+全房电器 24000元+全套家具85000元=221150
元，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平米3房2厅，工厂价只需189800元，比自己装修
足足省下3万多元，现在参加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工厂价基础上立返60000元，
轻轻松松省了9万元，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2、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2014装修业主必读———只花5分钟让您立省9万元仲铁锤三锤怒砸家装暴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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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名片：
仲铁锤，原名仲志强，家装界传奇人物，天地和豪装
工厂店创始人。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满意，

立刻用铁锤砸掉！所以，业界人称“仲铁锤”！

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装修减免6万元

从“普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普通工

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全新的“工
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的追问下，仲志强道出
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21岁开始便进入一家地

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环节，他都非常熟
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
仲志强回忆说，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6家
建材厂和2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12年
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方面面。

2010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房，他
到装修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来，装修材料
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的出厂价最少要贵2~5倍，
这可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修材料

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市面价格对比计
算，弟弟的一套110平米的房子，居然少花了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启
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厂价供
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这样，老百姓装修至
少可以省30％至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300万

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就是要做厂
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到一手货源，省掉一半
的装修费。

2011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家豪装
工厂店！
2012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锡成立第

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进，模

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济南、
重庆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为中国极具实力的
家装集团，仲志强也成为当今装修界极具传奇色
彩的人物！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一锤砸向家装暴利
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贵了，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

我代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面向成都装修业主，做出书面承诺：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由天地和承担！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贵

了，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装修业主享有“一票否决权”。在装修白皮书上，每一道装
修工序的后面，您都可以打√或打× 。您打√，就表示您“满意签收”了，我们就继续开工！
前一项不打√，我们绝不进行下一项施工。如果你打× ，我们就砸掉重装，就是装好的厨房、
卫生间，都可以砸掉重装，天地和保证无一句怨言，您不用为砸掉重装的费用掏一分钱！

二锤砸向劣质工程

报名
热线028-86633336
※由于“年终感恩答谢会”活动优惠空前
巨大，名额仅限99套，时间仅限3小时

主题：“2014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暨
天地和“工厂价豪装”新闻发布会
时间：仅限本周日，仅限3小时

(11月16日下午2：00-5：00)
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

汉路29号附10号(新华宾馆东楼)
内容：发布会现场不仅有成都商报等多家

媒体对天地和的承诺全程见证，更有价值1000
万元的丰厚的大礼现场发放。

天地和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隆重召开
天地和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隆重召开

一减6万元
二送8大家电

三以旧换新
四送金镶玉

现场签约业主，减免60000元装修工程款！签约
再送2万元感恩大礼包。

免费赠送价值2万元的全房8大电器！(美的空
调2台，创维42寸电视机1台，华帝油烟机1台，华
帝灶具1台，美的三门冰箱1台，美的10升燃气热
水器1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1台)

装修套餐内所用21件家具3~5年后均可以旧换新！

只要电话预约，凭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即可免费
领取金镶玉精美吊坠一个。

桥梁主体已完工

年底前完成任务并通车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东林二路看

到，桥梁鸟瞰形似一只蝴蝶，匍匐于三环路

上，连通东林二路。桥梁主体已大致完成，

两侧防撞墙也已建好围栏。 两侧形似翅膀

的人形天桥，一侧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另一侧还在打桩基础。在三环路内侧、跨线

桥往南的延伸线， 即东林二路还处于打围

施工阶段。

站在附近居民楼上鸟瞰，这段工程起于

三环路外侧熊猫大道， 沿桥梁跨越三环后，

由北向南继续延伸， 暂时止于青龙大道路

口，全长约有1公里。按照设计方案，道路为

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40公里。桥梁宽16

米，双向四车道。

施工人员说，目前该段工程已完成电力

隧道结构、雨污水管道和配套自来水管线的

施工， 正进行道路结构层和人行道施工。下

一步将铺设沥青，力争在年底前完成任务并

实现通车，今后由城里去往成都大熊猫基地

将多一个选择。

据城投集团介绍，按照规划，这条道路

会继续往南修， 一直穿越成绵高速底层，在

成赵路路口与成华区交通和市政局修建的

致力路下穿隧道相接。不过，目前往南延伸

部分还处于拆迁阶段， 已交底500米， 还有

500米左右正在进行工作。待拆迁完成，将会

启动余下部分的建设工作。由他们负责的这

部分道路工程，全长2040米，项目估算总投

资为2.95亿元。

整条路全打通

形成一条4.9公里的主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华区交通和市政局

了解到， 目前致力路一期工程也已正式动

工。它建好后，将与上述城投集团建设的道

路连接，即北起成绵高速路青龙场高架底层

道路，南至现东客站货场附近规划的八里环

线，途中穿越城市道路及动车基地等，工程

全长1015米，设计路宽20~41米，双向6车道，

分两期实施，总投资约11.2亿元。其中一期

工程总投资8.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它将穿

越46条铁路线， 施工难度和造价都比较高，

预计明年10月完成建设。

目前，受制于动车基地（原成都东货运

站）附近众多铁路线的分割，长期以来不能

连片发展，一旦上述通道全部打通，将形成

一条全长约4.9公里的南北主通道， 北部大

片区域将形成致力路、人民塘路、蜀龙路五

期3条南北主干道， 疏通20多平方公里城市

路网， 这对构建内联外通的交通路网体系，

促进昭觉寺和八里庄两大城市功能组团的

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

“这座三环路跨线桥的建设工作即将

完成，作为这条南北通道的重要节点，它的

意义在于往北方向马上就要打通。”城投集

团相关人士介绍，该段道路通车后，将打破

城市快速路、高速路及铁路对城市用地的分

割，提升周边居民出行条件。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舒 ）

作为已开

工建设的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补充部分。

昨日，记者从成都地铁官方网站获悉，成

都地铁4号线二期同步实施工程 （十陵

东—西河镇段） 及十陵站 （原工程名为

蜀王大道站） 目前已开始环境影响评价

并进行第一次公示。根据公示，该工程东

延段将从成都大学继续延伸， 经3.85公

里，抵达西河镇站（暂用工程名），因此

地铁4号线二期除了原有12个车站外，又

增加了十陵东站和西河镇站 （两站为工

程名）两个车站。

根据该环评文件显示，成都地铁4号线

二期同步实施工程起于二期工程东延段成

都大学站（原工程名为十陵站）后，随后线

路向南拐入成洛路南侧绿化带， 并逐渐由

地下过渡到高架敷设； 然后在明蜀路路口

设置十陵东站（暂用工程名），出站后线路

继续沿成洛路南侧绿化带自西向东敷设，

上跨成安渝立交和成昆铁路后， 逐渐由高

架敷设进入地面敷设， 在螺丝路路口设置

西河镇站（暂用工程名），出站后线路向南

接入西河停车场。

该段线路全长3.85公里，其中高架段约

2.164公里，路基段约1.04公里，地下段约0.65

公里。设置十陵东站（暂用工程名），为高架

站。西河镇站（暂用工程名）为地面站。从环

评文件中可以看出， 虽然该段里程不长，但

却集合了高架、路基以及地下段，施工难度

较大。

此外，成都地铁4号线二期十陵站（原

工程名为蜀王大道站） 为地下站位于成洛

路与蜀王大道交叉路口。

昨日， 省检察院举行检务信息公

开通气会，通气会上通报，省检察院作

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指定的两个

案件信息公开试点检察院之一， 连日

来全面推行了案件程序性信息网上查

询和重要案件信息发布机制， 先后通

过省检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

户端等载体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3万

多件。通气会上，还公布了5件职务犯

罪案件信息。

据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张

晓勇介绍， 要求公开的案件程序性信息

包括涉嫌罪名、受理时间、办案期限、办

案部门、办案进程、处理结果、强制措施

等信息。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

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除了可以按照

原来的方法在办理案件的检察院查询

外，还可以通过现场申请互联网账号，及

时通过网络查询。

张晓勇副检察长介绍， 检察机关

主要发布的五类案件包括， 一是有较

大社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

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等情况；二是

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的批准逮

捕、提起公诉等情况；三是已经办结的

典型案例；四是重大、专项业务工作的

进展和结果信息； 五是其他重要案件

信息。

通气会上，省检察院还公布了5名

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信息。 成都市

检察院对原锦江区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区教育局局长钟为春涉嫌受贿罪、

对成都市原市长助理周鸿德涉嫌受贿

罪立案侦查。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

经省检察院指定管辖， 雅安市检察

院决定对四川纳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

总经理游宏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经省

检察院指定管辖， 眉山洪雅县检察院决

定对遂宁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原常务副主

任王统良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经省检察院审查决定，对成都市青

白江区原政协副主席姚明行以涉嫌受

贿罪予以逮捕。省检察院通报称，犯罪

嫌疑人姚明行在担任青白江区商务局

局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

在申报投资奖励资金中提供帮助谋取

利益，并收受他人贿赂。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省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好消息

跨线桥工程起于三环路外侧

熊猫大道，沿桥梁跨越三环后，由

北向南继续延伸， 暂止于青龙大

道路口，全长约

1

公里。按照设计

方案，道路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

速为

40

公里，桥梁宽

16

米，双向四

车道。

地铁4号线二期 再增十陵东站、西河镇两站

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

年底， 从中心城区去往成都大熊

猫基地的通道，将多一个选择。

昨日， 城投集团传出消息，“北

改” 基础建设项目中的重要节点：横

跨北三环路四段、 架设于东林二路上

的一座跨线桥已开始收尾工作， 将于

年底前建好，直通熊猫大道。该段道路

也是一期工程刚开工不久的致力路下

穿隧道在北边的延伸线， 一旦整条通

道全线贯通， 将成为城北片区一条重

要的南北向主通道。

东林二路横跨北三环路四段一跨线桥（效果图）

东林二路横跨北三环路四段一跨线桥开始收尾

省检发布5起

职务犯罪案件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