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 / 动 / 预 / 告

内陆第一家具文化节

从2007年中国西部家具商

贸之都首届国际家居文化艺术

节举办伊始，活动宗旨就定位在

“弘扬家具文化、促进产业发展；

增进行业交流， 打造国际品牌”

的高度，打响了四川家具行业的

品牌文化战略。无论是对四川家

具品牌还是对全国各地家具经

销商来说， 这都是一场规模巨

大、影响深远的年度盛会，被誉

为“内陆第一家具文化节”。

作为以成都八益家具城九

大专业商场为中心的超大规模

的家具品牌展示和文化交流平

台， 每一届家居文化艺术节都

会吸引国内外家具专业厂家和

经销商逾20万人次， 有力提升

了四川家具的品牌形象和市场

辐射， 为四川家具行业的整体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家具

行业有目共睹的是， 家居文化

艺术节与夏季订货会相辅相

成，借助“展店联动”的方式，

进一步扩大了展销活动的整体

规模，提升了行业影响力，使得

原本单一的家具促销向提升区

域品牌形象的方向转型。

构建最及时有效的交易平台

作为“中国西部家具商贸之

都”的核心卖场，20多年来，“西

部家具批发中心”———成都八益

家具城在引领整个西部家具行

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如今，成都八益家

具城由家具、沙发、办公家具、金

属家具、精品家具、灯饰、装饰材

料、家具材料、电动车九大专业

商场组成，经营总面积约33万平

方米，经营产品4万多种，且绝大

部分店铺都是厂家直营，已成为

中国西部最大的规模化、 品牌

化、专业化家居市场。

今年7月2日～7月5日，“中

国西部家具商贸之都第九届国

际家居文化艺术节暨2015夏季

订货会”将在成都八益家具城如

期举行。届时，在积累过往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主办方将全面整

合家具展销、家具厂商洽谈订货

与家居文化交流等各方资源，再

度构建一个以八益家具城九大

专业商场为主轴的超大规模品

牌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平台，集中

向国内外家具行业展示四川家

具的全新风貌。据了解，在此次

家居文化艺术节暨夏季订货会

举办之前，主办方已通过各种渠

道广邀全国各地经销商及家具

批发卖场前来选产品、 谋发展，

而八益家具城九大专业商场的

2000余家具厂家也将联袂奉献

夏季订货特惠价格。

工厂直销底价 一件也批发

值得一提的是， 在活动举

办期间，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家具经销商可以拿到最大幅度

的进货优惠之外， 消费者也将

享受到厂家直销的 “工厂底

价”。与很多展会一味追求高端

不同， 消费者如果在第九届家

居文化艺术节期间来到成都八

益家具城，感受到的一定是“亲

民”的风格：全场的工厂直销、

底价促销、 优质服务……厂商

都将拿出十足的诚意， 汇聚十

足的人气。

7月2日~7月5日， 成都八益

家具城在举办“中国西部家具商

贸之都第九届国际家居文化艺

术节暨2015夏季订货会” 的同

时，还将携手卖场内的约2000厂

商家和数万款产品，推出本年度

最强家具促销风暴，以飨广大消

费者。据了解，八益家具城旗下

九大专业商场的品牌都将全力

参与此次让利活动，家具、建材、

灯饰等种类齐全， 一站购齐，单

品探底、 品牌折扣、 好礼相送

……震撼前所未有！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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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家具商贸之都第九届国际家居文化艺术节暨2015夏季订货会

中国西部最具影响力的

家具盛会与你相约7月

主办：中国家具协会

承办：四川省家具行业商会

协办：成都八益家具城 成都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 中国

4+1家具商贸之都联盟

活动时间：2015年7月2日～

7月5日

活动地点： 成都八益家具城

（成都市武侯区成双大道北段

68号，川藏立交三环路外侧）

主题活动：

◎第九届国际家居文化艺术

节暨2015夏季订货会

◎2015四川家具厂商品牌

展示及经销商洽谈

◎成都八益家具城夏季特惠

促销活动

会务热线：

028-85020868

� � � � � 85029251

7月2日～7月5日，“中国西部家具商贸之都第九届国际家居

文化艺术节暨2015夏季订货会”即将隆重登场。届时，四川知名家

具品牌济济一堂，全国各地家具经销商纷至沓来，成都八益家具城

将携手行业同仁，见证财富盛事、推动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广大消

费者也可以借着展会的东风，参与一站购齐的家具盛惠！

中国健康整装领导者

生活家家居

年中冲级大促 老客户答谢会 非抢不可

马上拨打66660632，抢老客户答谢会专属好礼，让你畅享年中大促！

在近期的走访中，业主普遍反

映：市面上大多装饰公司的计价模

式都很复杂、琐碎，想要一次弄清

十分费力。 而相比选择装修公司，

业主更担心因为自己不熟悉装修

种种环节而陷入家装陷阱：“以次

充好”、“低价牌”、“伪环保”

……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为

业主轻松装修造成了重重障碍。家

装公司那么多，到底应该选择什么

样的公司， 才能摆脱烦恼家装？才

能远离家装黑幕？今天，就来听听

家装业主们的心声！

成都市场上大大小小的整

装公司几百家，怎样才能练就一

双火眼金睛，找到一家放心的整

装公司。小编认为：具有品牌规

模，业界口碑好，用时间沉淀的

放心品牌家装公司是业主的首

选。尤其是一些全国连锁的整装

公司，历经多年的发展，积累了

众多家装实操经验，被全国千万

家庭所认可。选择这样的家装公

司，就不用担心家装陷阱，不用

担心后期服务保障等诸多问题。

通过多次的市场走访，我们

了解到：80%选择自己购买材料

的业主，主要是因为担心家装公

司的材料品牌、 环保没有保障。

但是市场上也有一些中高端的

整装公司， 他们整合能力强，囊

括了众多的国际国内知名大牌，

为业主精心配备了超高性价比

的产品。不用东奔西走，大品牌

入驻新家，轻松享受家装生活。

大品牌谁都喜欢，高品质家

居都想拥有， 但是令人咂舌的

价格却让人望而却步。 市场上

的大牌整装公司， 却可以做到

品质尊贵而价格不贵。 究其原

因：他们的材料都是厂家直供，

省去了租赁、仓储、物流、人工

等层层加价环节， 比市场价直

省20%～30%。 选择这样的公

司， 就能用最低的价格装出最

好的家， 而且还能享受到专业

尊贵的服务。

试想一下， 一个只有设计师

夸夸其谈的家装公司让你放心，

还是一个具有实实在在的超大家

居展馆的家装公司让你放心？瓷

砖、地板、橱柜 、洁具、铝扣板 、

门、 开关面板等家装主材区、德

标工艺区、 后期配饰区等一应俱

全，让你现场直击100多个国际国

内一线品牌，10000多款主材的真

实上样效果，让业主轻松、简单、

透明装修，远离家装黑幕。

（刘畅）

本周末，生活家家居集团正

式开启年中大促模式：年中冲级

大促，老客户现场答谢会，凡是到

达活动现场定装修的老客户，专

享答谢会8大特权。 精美墙纸，品

牌家电和厨电， 乳胶漆免费升级

等上万元家装好礼送不停； 价值

3980元室内空气治理； 卡蒂亚国

际软装券满额抵现软装一步到

位；更有限时秒杀砸金蛋抽大奖：

iphone6、iwatch、 空气净化器、扫

地机器人等居家大礼。 一场尊贵

的家装盛宴， 一场老客户回馈答

谢专场，带上你的朋友和家人，生

活家带给你一份惊喜， 回馈给你

一个健康、品质的居住空间。别再

犹豫！本周末（6月27日～28日），

来西大街新城市广场A座5楼参

加老客户专场答谢会！

活动专线：

028-6666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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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网址：

www.shj.cn

活动地址：西大街新城市广

场

A

座

5

楼

还有一个好消息：

即日起至

6月28日，老客户带新客户到访生

活家，还可获得精美感恩回馈好

礼一份，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哦！

心声一：整装公司那么多，到底怎么选择？

心声二：家装要大牌，难道就只能在家居建材市场淘花眼？

心声三：高品质居家，难道只能花大价钱购买吗？

心声四：体验式家装，更透明、更轻松、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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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不用东奔西走，

在西大街新城市广场

A

座

5

楼的

生活家家居，就能为你解答一切

家装疑惑。敬候莅临！

生活家年中冲级大促

老客户答谢专场盛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