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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居

是的，大品牌终于有了抄底价

仅本周末，仅在富森·美家居新店开业

购买时间：7月4日8:30起（购完即止）

购买条件： 请携带2013年1月1日之后的购房

合同 （或其他购房凭证） 至各品牌店购买以下产

品，根据购房地址限定每户每款产品限购1套

购买地址：富森·美家居[城北]建材馆各品牌店

以下产品仅为富森·美家居7月4~5日开业风暴的

很少一部分，更多劲爆特惠尽在现场！

木门(-1F)

� � � �升达木门：木门，特价19元/套（每户1套，共

100套）

百年天天： 指接实木门， 活动价780元/套

（每户3套，共100户）

富森：U-A20木门，活动价798元/套

新象：木门，活动价988元/樘

星星：平板木门，活动价758元/套

汇林：平板木门，活动价860元/套

兴四海：实木贴面木门，活动价980元/樘

木艺堂：沙比利指接实木门，活动价980元/樘

辉煌家泰：木门，活动价880元/樘

爱心：烤漆门，活动价880元/樘

卫浴、淋浴房（1F）

箭牌：马桶，活动价399元（50套）

安华：五金挂件四件套，活动价53元（400套）

美加华：浴室柜，活动价99元/套（100套）

法恩莎：花洒，活动价388元（100套）

华艺：升降大花洒，活动价199元（300套）

九牧：马桶，活动价99元（100套，不含配件）

恒洁：马桶，活动价299元（100套，不含角阀

软管）

航标：马桶，活动价199元（50套，不含配件)

� � � �浪鲸：马桶，活动价399元（100套，不含配件）

摩恩：三出水高杆大花洒，活动价399元（50套）

鹰卫浴：马桶，活动价399元

嘉熙木桶：浴足桶，活动价58元（共50个）

吉事多： 挂墙式浴缸龙头， 活动价299元

（100套）

法拉丽：大花洒，活动价299元（100套）

惠达：大花洒，活动价499元（50套）

露意莎：花洒，活动价399元（50套）

澳斯曼：浴室柜+龙头，活动价999元 (100

套)；水槽+龙头，活动价499元(100套)

� � � �欧派：马桶，活动价399元（共30套）

申鹭达：大花洒，活动价488元

帝朗卫浴：地漏，活动价9元/个（每户限

购4个）

辉煌：面盆龙头，活动价99元（68个）

欧路莎：智能马桶，活动价1980元（100套）

玫瑰岛：淋浴房，活动价999元（100套）

金海湾：淋浴房，活动价899元（50套）

德莉玛：淋浴房，活动价999元（50套）

雅立：淋浴房，活动价980元（100套）

宝路卫浴：高杆花洒，活动价299元

益高：浴室柜，活动价968元（100套）

安蒙：浴室柜，活动价799元 (100套)

� � � �弗兰卡：水槽+龙头，活动价1280元（50套）；

原装进口水槽+龙头，活动价3980元/套（10套）

瓷砖（2F）

L&D：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399元

圣陶坊：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99元

新中源：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3980元

亚细亚：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 活动价4999元；20㎡厨房+20㎡卫生间，

活动价1980元

箭牌：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888元；16㎡墙砖+4㎡地砖，活动

价998元

梵香1860：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

+30㎡客厅），活动价4386元

长谷：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700元

芒果：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00元

宜美佳：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3999元

宏宇：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 活动价4732元；20㎡厨房+20㎡卫生间，

活动价1888元

红蜘蛛：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783元

惠万家：套餐（2㎡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688元

金朝阳：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154.4元

格仕陶：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888元

道格拉斯： 套餐 （20㎡厨房+20㎡卫生间

+30㎡客厅），活动价4918元

冠珠：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 活动价4999元；20㎡厨房+20㎡卫生间，

活动价1888元

金牌亚洲： 套餐 （20㎡厨房+20㎡卫生间

+30㎡客厅），活动价4800元

萨米特：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98元

博华：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610元

神韵：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82元

能强：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99元

骏程：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99元

大唐合盛： 套餐 （20㎡厨房+20㎡卫生间

+30㎡客厅），活动价4480元

宾利：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86元

宏陶：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835元

楼兰：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99元

顺辉：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928元

花都：套餐（20㎡厨房+20㎡卫生间+30㎡

客厅），活动价4788元；32㎡墙面砖+8㎡地砖，活

动价1799元

软装、灯饰（3F）

志达窗帘：套二或套三户型（四窗）套餐，

活动价3990元

兰花草：布艺，活动价49元/米（限购6米）；

窗帘，30款布艺任选布10米+纱20米+轨道15米

（含加工辅料），套餐价3999元

别丽美特：比利时奥丝龙长纤无纺布墙纸，

活动价1元/卷（每户8卷，共500卷）

中鑫：法米尔-素雅天堂无纺布墙纸，活动

价19元/卷（每户12卷）

橄榄树：维绑系列无纺布壁纸，活动价29元

/卷（每户10卷，共100户）

罗马瑞达：丽家壁纸，活动价88元/卷(含人

工、胶粉）；丽家无缝墙布，活动价58元/㎡(含人

工、胶粉)；好德莱窗帘套餐(普通套二户型)，活

动价3888元

七克拉：鹏程壁纸，活动价58元/卷(不含人

工、胶粉)；七克拉窗帘套餐(普通套二户型)，活

动价1680元

雅华：欧雅壁纸，活动价99元/卷；欧雅壁

纸，活动价35元/卷；欧雅壁纸YHOG系列，活动

价19元/卷；雅华窗帘套餐（普通套二户型），活

动价3999元

五星：典雅壁纸，活动价78元/卷(含人工、胶

粉)；美尚美窗帘套餐(普通套二户型)，全系列，

活动价3999元

瑞光：如意系列，施耐德开关插座套餐，活

动价588元 (普通套二户型， 不限量)； 施耐德

LED吸顶灯，活动价19元/盏

西门子：品宜系列，西门子开关插座套餐，

活动价688元 (普通套二户型)

� � � �欧普：欧普开关插座套餐，P01白色系列，活

动价699元 (普通套二户型)；厨卫吸顶灯（300×

300），活动价89元

雷士：LED吸顶灯，活动价98元

北疆硅藻泥：弹涂系列硅藻泥，活动价1元/

㎡（每户限10㎡）

绿森林硅藻泥：树皮系列硅藻泥，活动价1

元/㎡（每户限10㎡）

贝洛思硅藻泥：A003硅藻泥，活动价9元/㎡

地板、门窗（4F）

圣象：G6706强化地板套餐，60㎡地板+踢脚

线+扣条（包运输安装），活动价1999元（每户1

套，共100户）

大自然：巴西卡琳玉蕊复合实木地板，活动

价99元/㎡ （每户20㎡， 超出部分159元/㎡，共

100户）

安信地板： 风尚系列纯实木地板， 活动价

188元/㎡

升达：12mm仿实木地板，活动价56元/㎡；纯

实木地板，活动价159元/㎡（每户20㎡，100户）

宏耐：多层实木复合地板，活动价99元/㎡

CLASSEN：德国原装进口地板，活动价88

元/㎡（每户限购10㎡，超出面积99元/㎡）

莱茵阳光：12mm强化地板，新乐酷系列，活

动价33元/㎡（每户限20㎡，每天50户）

好运：12mm强化地板，活动价36元/㎡（每

户限20㎡，100户）

新象：12mm强化地板，活动价38元/㎡（每

户20㎡，100户）

爱诺法赛：2802地板，活动价39元/㎡

欧嘉：波尔多系列12mm强化地板，活动价

39.9元/㎡（每户20㎡，100户）

万兴：指定款12mm强化地板，活动价43元/㎡

瑞士卢森：乡村橡木强化地板，活动价99元/㎡

森尼：仿古多层实木地板，活动价86元/㎡

（每户限20㎡，50户）

宜华：仿古实木地板，活动价128元/㎡（每

户限20㎡，50户）

恒基尚品：实木复合地板，活动价88元/㎡

（每户限20㎡，100户）；实木地板，番龙眼，活动

价138元/㎡（每户限20㎡，100户）

必美：KAINDL强化地板， 活动价118元/㎡

（1000㎡）

鹦鹉：西部牛仔12mm强化地板，活动价59.8

元/㎡；黄鸡翅复合地板，活动价128元/㎡

富森：12mm强化地板， 活动价58元/㎡；美

国黄榆实木地板，活动价158元/㎡

欧塞堡： 银弧铝合金门， 活动价498元/㎡

（100户）

力普顿：防护门窗，活动价999元/㎡（限订单

前10户）

好太太：晾衣架，活动价298元/套（50套）

橱柜（5F）

忠信王子：橱柜套餐（人造石台面+3米地

柜+1米吊柜），活动价2980元

金平洋：橱柜套餐（石英石台面+3米地柜

+0.8米吊柜），活动价3380元

银贝：3米地柜+1米吊柜，活动价2880元

万和： 电热水器， 活动价298元 （20台）；

JSQ18-10E热水器，活动价1698元（50台）；生态板

套餐（3米地柜+1米吊柜），活动价2980元（20套）

倍特：开业抢购套餐（3米地柜+1米吊柜），

活动价4880元（100套）

我乐：美厨系列橱柜（3米地柜+3米台面+1

米吊柜）配海蒂诗钢板抽三层，活动价4999元

欧派：栎韵系列橱柜（3米地柜+3米台面+1

米吊柜），活动价5980元

欧圣： 整体板橱柜套餐 （3米地柜+1米吊

柜），活动价2999元

科勒：开业特惠橱柜套餐，活动价9980元，

送2170元科勒净饮机1台（10套）0

厨电、净水（5F）

好太太：厨卫电器（烟机+灶），活动价1580

元；12XE热水器，活动价1180元

容声：热水器JSQ24-TATA1，活动价880元

（50套）；厨卫套餐（烟机+灶具），活动价2880

元（40套）

樱花：热水器10Q29，活动价980元（10台）

伊莱克斯：厨卫电器，活动价2999元

方太：厨卫电器，云魔方，活动价4998元

板川集成灶：750系列集成灶， 活动价3980

元（绕城内免费送货安装）

亿田：A1集成灶，活动价4290元（10台）

奥田：集成灶，活动价4998元

林内：RUS-16FEH热水器， 活动价3999元；

厨卫电器（烟机+灶具G），活动价5280元

西门子：烟机+灶具，活动价3690元

百诺肯： 台下式净水器， 活动价998元

（50套）

上古： 爱惠

浦（combo� Head�

4C净水器），活

动 价 899 元（20

台）

蓝海： 台下

式净水器， 活动

价980元（50套）

普乐美：水

槽套餐(水槽+龙

头 )， 活动价399

元（100套）

暖通（5F）

德国威能： 原装进口15年新款壁挂炉西南

地区首发，活动价6800元（100台）

华商：暖气片系统，博士精英24KW+英国威

文海普沃斯PE-RT管道+德国塔优暖气片 （采

暖面积60㎡），活动价14980元

A.O.史密斯：家庭采暖套餐（采暖面积60

㎡），锅炉+地暖盘管系统及保温板或暖气片系

统（<=3组），活动价18999元

龙脉：水暖，原装进口意特尔曼24千瓦/欧洲精

英24千瓦，曼稣勒前置，活动价14800元（50㎡内）

集成吊顶（5F）

美尔凯特：19元抢1套厨房顶（50套）

楚楚：纳米滚涂白，活动价99元/㎡（共100㎡）

友邦：梦幻天空吊顶，活动价99元/㎡

华狮龙：拉丝系列扣板，活动价98元/㎡

索菲尼洛：4㎡复式扣板+LED照明1台，活动

价319元

西鋁：金属银，活动价1元/片（10㎡起订）

鼎美：现代节能墙板，活动价88元/㎡；木瓷

背景墙板，活动价377元/㎡

今顶：玉石天成，活动价98元/㎡（20户）

鑫家美艺：LED-01(T)照明，活动价1元/个

（20个）；厨卫吊顶套餐，活动价1300元（每户

10㎡，10套）

奥普：4㎡吊顶+LED灯套餐， 活动价199元

（100套）

法狮龙：FM系列吊顶，活动价6.6元/片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产品信息请以店

内公示为准。 （钟洁）

金牌橱柜

圣象地板

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