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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睡觉。良好的睡眠质量有助于人们的生长

发育、 体能恢复和促进脑部的调整修复。

其中， 寝具的好坏与睡眠质量息息相关。

特别是夏天，席子的软硬、霉变、异味，还

有螨虫的骚扰，都会严重影响人的睡眠。

今年夏天，您想睡得更舒适吗？不妨换

一床温凉、透气、防菌的牛皮凉席吧。许多用

上了牛皮凉席的朋友都表示， 有了它的陪

伴，夏夜不再辗转难眠了，睡觉更踏实了。

本周五至周日，一个让您以实惠价买

头层牛皮凉席的机会就在眼前———应读

者朋友的热切要求，买够网携手实力品牌

班德尔，追加一场牛皮凉席特卖会，省掉

中间经销商层层加价环节，牛皮凉席均以

工厂价直销，最贵的仅售1880元。

“床上天然空调”

牛皮凉席带来好睡眠

这几年，从草席、竹席、亚麻席到牛皮

凉席，成都人悄然步入了“换席时代”。与

买够网合作了数次特卖会的供货商表示，

夏季许多人都有开空调入睡的习惯，开空

调时房间密闭，很容易导致各种呼吸道有

害菌增加，再加上空气变得干燥，不仅会

增加中老年人患感冒、哮喘、肺炎的几率，

肠胃易出现脾胃失和、 胃肠功能紊乱，干

眼症、头晕、倦怠乏力等也都明显增多。如

果不开空调，酷热难耐，难以入眠。如果购

买了牛皮凉席，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自然

降温，让人健康入眠。

这是因为牛皮凉席的制作材料水牛

皮毛孔粗大，纹理清晰，这些透气的微小

呼吸窗口， 透气与散热性能都非常优越。

牛皮可吸收体温防止热量积聚，具有调温

柔和、凉度适中的特性，在夏季，保持在人

体舒适的温度区间。正因为如此，水牛皮

凉席素有“床上天然空调”之称，特别适

合怕热、年老体弱、肩周炎及关节炎人群

使用。同时因为无刺激，即使肤质敏感的

人群和老人儿童使用也不会过敏。

工厂直接发货

一千多元买头层牛皮凉席

笔者了解到， 在成都一些大型超市，

一床头层牛皮制作的凉席标价高达几千

元甚至上万元。而买够网特卖会推出的班

德尔牛皮凉席，所有凉席都是百分百头层

牛皮制作，纹路自然清晰，席面颜色均匀

一致， 光泽柔和自然。 无论是1.5×1.95

（米）的规格，还是1.8×2（米）的规格，

价格都是一千多元。

供货商表示，相比市场价，特卖会的

价格之所以这么优惠， 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工厂直供模式”。此次特卖会，

砍掉中间经销商层层加价环节， 工厂直

接发货，无批发零售差价，无商超销售扣

点，无高额店面租金，无繁杂上架费用，

把中间经销商和流通环节的巨大利润切

实让利给消费者， 让牛皮凉席的价格贴

近了价值。

每天限100名

买牛皮凉席送拖鞋

为回馈读者朋友的支持，本次特卖会

期间，主办方仍会给出独家福利，每天前

100名购买牛皮凉席的朋友， 可获赠一双

价值128元的牛皮拖鞋。

（余兰）

买牛皮凉席送拖鞋

每天限100名

买够网明起三天再次举行牛皮凉席特卖会

优质头层牛皮凉席，经久耐用

工厂价直销，低至1580元/床

特卖会产品

班德尔

牛皮凉席

■时间：

本周五至周日（7

月3日～5日）10：

00～17：00

■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

西街1号亚太大厦

4楼

■公交：

3、4、6、8、20、37、

49、58、81、98、

152、154 路 均 可

抵达附近

■地铁：

2号线春熙路 站

下，往红星路二段

方向步行几分钟

即到

牛皮凉席

特卖会

牛皮凉席材质不同

价格相差大

“你说你们特卖会的牛皮凉席

价格是工厂价了，为什么我看见网

上还有卖几百块一张的呢？”昨日，

市民张女士致电买够网客服热线，

讲述了自己的疑问。对此，供货商

表示，这几年，牛皮凉席走俏市场，

大大小小的厂家都开始生产牛皮

凉席。但是，同为牛皮凉席，头层

皮、二层皮、再生皮相去甚远，价格

差别也非常大。

据介绍，绝大多数原张牛皮

都比较厚，所以皮革加工厂都把

牛皮从中间片开，分为头层皮和

二层皮， 头层皮是牛皮的上层，

表面最顶那一层俗称为“皮青”，

密度相当高。皮青下面就是皮纤

维， 头层牛皮的皮青和人体的

皮肤一样，有毛孔和皮纹，具有

良好的韧性和抗拉强度、 弹性

好等特点。 而二层皮则是剖开

之后的第二层， 这一层已没有

“皮青”，全为皮纤维，所以皮革

加工厂加入聚乙烯材料覆盖在

表面，俗称二层皮，它比不上头

层皮的韧性和抗拉性。 至于将

牛皮的边角料打碎后再加入聚

乙烯材料重新粘合而成的皮革

即称为“再生皮”。

“大家喜欢用牛皮凉席，就

是因为它有透气、散热的性能，

所以最好是买头层牛皮制作的

凉席，价格也相对贵些。”供货

商建议市民在网上选购牛皮凉

席时，多问问材质，不要花了钱

又买得不满意。

买床好凉席

清爽好度夏

1.5×1.95米

商场价：3880元/床

特卖价：1580元/床

1.8×2.0米

商场价：5800元/床

特卖价：1880元/床

咨询电话

028-86626666

1、选料讲究

精选生长期

6～8

年无伤残 、

体格健壮的水牛， 严格限定，严

冬取皮。质地坚韧，透气性好，是

与皮肤极贴合的凉席材质。

2、头层原皮

这种天然水牛皮具有透气、

散热 、防汗 、防潮 、防蛀五大功

效 ，而且经久耐用 ，使用年限可

达五十年之久。

3、工艺精湛

采用全新鞣制工艺，使用新

环保植物鞣料，经过剖层、鞣制、

整光、压光等近

80

道工序精制。

4、柔软适中

手感柔软适中， 色泽稳重，

确保牛皮席的平顺和柔韧性，皮

张厚度均匀。

5、体贴保健

牛皮凉席经过特殊鞣制加

工 ，抗菌防汗臭 ，长期使用对关

节炎、肩周炎有保健改善作用。

6、绿色环保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

业标准

QB/T4204-2011

》标准严

格执行， 不含有害化学成份，所

有产品经过国家检测机构专业

检测。

一床好的牛皮凉席， 可以让

您清清凉凉度过炎夏。 专注牛皮

凉席20多年的班德尔从去年就

开始和买够网合作推出特卖会，

实惠的价格，过硬的质量，良好的

口碑， 买够网牛皮凉席特卖会是

开一场火爆一场。笔者了解到，本

周追加举行的特卖会， 班德尔主

推的依然是其当家的两款牛皮凉

席，不仅质量保证，而且具有六大

优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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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蓉城论道：大谈O2O！看好家居软装行业！

应时而生，乐城乐家Art� Park� O2O平台全球上线

“2015互联网+中国软装饰品（首届）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完美落幕

在乐城乐家O2O电商模式中，“ART软

装谷”APP端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平台。 那这

个APP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

轻松实现心中“梦想家”

“ART软装谷” 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交

流、展示平台，它拥有海量家居设计空间作

品，这些作品由全国各地设计师创作，所有样

板间都能找到实物配饰，也能找到其设计师。

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轻松实现“梦想家”。

“ART软装谷”将引入国内外著名软

装设计机构与设计师进驻， 项目根据其影

响力为其定制办公场地， 用项目自身开发

的APP平台为其进行推广和客户导入；并为

设计机构及独立设计师群体提供优厚的扶

持政策，为行业整体的提档升级、思维创新

保驾护航。

所有产品线上线下同价

“ART软装谷”区别于其他在线交易

平台的是，它所呈现的所有家居空间信息

都是真实的，线上所有家居产品都能在线

下看得见。当然，他们也就要求所有参与

设计师将以乐城乐家Art� Park所进驻厂商

的产品进行设计。

用户可以在“软装谷”上实现线上购

买，当然作为大件商品，“ART软装谷”也

提供了线下实体体验，用户只需到乐城乐

家Art� Park实体展示中心， 就能根据实物

进行购买。

综合性跨界互联网电商平台

“ART软装谷” 将整合室内设计平

台、建材产品交易平台、软装产品交易平

台、家居产品交易平台设计师、装修机构、

有装修装饰需求的消费者、物流、仓储等

各方于一体，打造成一个综合性跨界互联

网专业电商平台。

“ART软装谷”线上线下优势资源全

面整合，打破传统线上单一传播、线下单一

销售方式，全面扩展商家销售渠道，满足商

家、消费者、行业协会、设计机构或独立设

计师的展示、购物、交流、培训等需求。

“ART软装谷”更与国内外顶尖物流

公司合作，为厂家、商家与消费者提供便

捷、安全、第三方担保且成本更低的仓储

与物流服务。

（曾婷）

“你们行业必将成为中国最大行业之一”

郎咸平定义O2O�看好家居软装行业发展

不准采访！不准录音！不准摄像！6月28

日，郎咸平沿袭了他一贯的“开场白”。下午

4时许，郎教授在现场观众的期待中登场。虽

然头发花白，但一身红蓝格子短袖衫加白色

西裤，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今天第一个话题谈O2O。”郎咸平

直入主题，用国内外案例和数据深度解读

O2O， 提出工业4.0，“移动互联网产生的

巨量资料 ‘大数据’， 为O2O提供了条

件”，未来产品不再需要产品研发设计师，

不再需要广告， 不再需要仓储和批发商，

终端销售已和产品设计、 生产彻底融合。

人人都是设计师， 人人参与设计研发，生

产环节模块化，通过组装不同模块生产出

完全符合用户和市场需求的产品，直接把

产品送上门， 这一切通过互联网完成，这

才是真正O2O。

演讲中，郎咸平两次提到家居软装饰

品行业必将成为中国最大行业之一，并对

台下的家居行业人士说：“未来你们能做

到O2O，用互联网互动，用工业4.0思维，一

定会成功。”

“软装将成为互联网+下一个飓风口”

行家认为用互联网思维进攻软装市场是王道

“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郎咸平都

看好软装行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家居推

进中心主任王军、环球设计联盟主席李跃

华、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会长吴家裕

等家居业专家也对行业进行了深度剖析。

进入本次论坛的核心主题“中国软装

饰品行业现状、发展以及未来”，吴家裕会

长分析，软装行业是发展前景好、成长历史

短、市场空间大、产品变化快、行业覆盖广

的战略性新兴行业， 但消费意识、 市场渠

道、品牌建设还不成熟。渠道正在由单一性

向多元化转变，软装产业急需互联网化。

互联网正在改造和重构经济与商业，

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

软装行业实现产业提升和创新驱动的强

大动能，并且对生产、流通、经营产生一系

列革命性的影响，从而促使新产品、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和发展。软装将

成为“互联网+”下一个飓风口，“用互联

网思维进攻软装市场必将成为大赢家”。

“乐城乐家与你经营共生、价值众享”

乐城乐家Art� Park� O2O创新模式必将成功

“乐城乐家·Art� Park软装谷PC/APP端

全球发布”也是当天论坛一大亮点，这个万

众瞩目的软装行业O2O平台应时而生。用互

联网思维进攻软装市场，乐城乐家“ART软

装谷”O2O电商平台独辟蹊径，也是顺势而

为， 但乐城乐家O2O模式不仅仅止于此。乐

城乐家商业集团CEO何长青在论坛上深度

解构了乐城乐家O2O电商平台。

作为 “中国软装饰品O2O示范区”，

乐城乐家不仅仅是解决“成都作为西南重

镇、软装饰品新兴的重要消费市场，却无

专业的软装饰品展示与交易平台” 的问

题，更是在“互联网+”时代为软装行业找

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整合性新模式，为更多

软装产业、设计机构、生产企业、经营商户

提供有效支持。

“我们的理念是经营共生、价值众享，

以未来决定现在的战略思路，开创未来主

流创业模式‘合伙人制’。”乐城乐家商业

集团CEO何长青表示，乐城乐家将定向召

集有实力的软装饰品厂家、商家、设计机

构等规模以上企业参与到O2O平台中来，

并且要让参与者也有利益点，平台运营利

润分红，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利润。

“他们是真正在做互联网而不是包装

概念。” 业内人士分析， 乐城乐家Art� Park�

O2O创新模式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在

中国家居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郎语】

郎咸平 ：重新定义

O2O

，乐观

楼市，看好家居软装行业

●

全球正在进入数据爆炸

的时代，有了“大数据”才会有

O2O

。

●

未来将不再需要产品设

计师， 未来每一个消费者都会

成为设计师。

●

你们这个行业 （家居软

装行业） 必将成为中国最大行

业之一。

●

“常态化地产”（刚需、改

善性住房） 需求仍然是上升趋

势，对楼市持乐观态度，下游家

居软装行业大有前景。

【行业专家语录】

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会长

吴家裕：软装行业大机遇大挑战

●

软装将成为新的消费热

点，未来两三年内，软装产业总

产值可达

5

万亿元左右。

●

渠道由单一性向多元化

转变， 软装终端化营销将成为

软装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

线上线下相融合， 产业

需互联网化，软装将成为“互联

网

+

”下一个飓风口。

【乐城乐家语录】

乐城乐家商业集团

CEO

何长

青：经营共生，价值众享

●2015

年预计全国

O2O

市场规模

4000

亿元，每年递增

率

40%

。

●

未来单一专业市场势必

被淘汰 ，

O2O

体验式复合业态

才是发展趋势。

●

“乐城乐家

Art Park

”

作为中国软装饰品

O2O

示范

区，开创未来主流创业模式“合

伙人制”。

●

乐城乐家让参与者也有

利益点，平台运营利润分红，提

供产品与服务的利润。

核心

提示

论坛嘉宾精彩观点分享

乐城乐家“ART软装谷” 一款颠覆你想象的APP

乐城乐家商业集团

CEO

何长青

乐城乐家执行董事戴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