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一遇十大富森买断价

金可儿床垫：

红宝石床垫（1800×2000），

原实际售价4999元，富森买断价999元（100张）

美国

Ashely

爱室丽：

功能单椅，富森买断

价888元（2色可选，100个，绕城内包运安）

联邦·米尼：

皮沙发（3+1+躺），原实际售

价9600元，富森买断价4999元（100套，深褐、

米色可选）

华师傅·温莎小镇：

全实木大床（1.8米），

原实际售价3860元，富森买断价1980元（50张）

索菲亚衣柜：

C8框尼斯整板百叶推拉门+

柜体（颗粒板)，网店价899元/㎡，富森买断价

698元/㎡（投影面积，送价值280元缓冲阻尼

轮一付、 框型无防撞条）（902#白色50户，

201#乌木棕50户）

圣象地板：

11mm厚板，原实际活动特价99

元/㎡，富森买断价39元/㎡，每户20㎡（100户）

乐家卫浴：

连体马桶， 原实际活动特价

2518元，富森买断价699元（100户）

TATA

木门：

木门，原实际售价1508元，富

森买断价580元，每户3套（100户）

金牌橱柜：

花想容系列（3米地柜+3米台

面+1米吊柜），原实际售价12460元，富森买断

价4800元（100户）

蒙娜丽莎瓷砖：

20㎡卫生间+20㎡厨房，原

实际售价6068元，富森买断价1990元（100户）

超级排号家具产品

■

衣柜（

-1F

）

升达衣柜：

鞋柜，活动价99元（每户限购1

个，共50个）

豪庭公爵：

膜压衣柜（平开门+柜体），活

动价599元/㎡（200套）

史丹利：

吉利边框移门+颗粒板柜体，活

动价786元/㎡（限三种色，50套）；多功能精美

鞋柜，活动价99元（30个）

好莱客：

换鞋凳，活动价399元（每户限购

一套，30套）

莱茵艾格：

天丽框套餐（柜门+柜体），活

动价699元/㎡（通版百叶移门，不送抽屉，50

套，限色）

爱乐多：

小百叶移门， 活动价799元∕㎡

（50户、以投影面积计算）

诗尼曼：

移门+E0级颗粒板柜体，活动价

530元/㎡（投影面积，限苹果木和白橡色，限

50户，每户5㎡）

班尔奇：

百叶移门+E1级实木颗粒板，活

动价699元/㎡（50套）

伊恋衣柜：

D框移门柜门+大亚E0级柜体，

活动价718元/㎡（100套）

■

沙发（

1F

）

芝华仕：

曲尺沙发（3+躺功能沙发），活

动价3999元（30套）

左右：

布沙发(三人位十贵妃位+单位)，活

动价2980元（50套）

萨玛尼 ：

皮沙发(� 3+妃)，活动价3980元

（100套）

斯帝罗兰：

皮沙发 (A+B），活动价4999元

（50套）

米洛：

皮沙发（3+妃），活动价4999元（50

套，限色、限方向）

爱依瑞斯：

拉迪诺布艺沙发，扶位+踏，活

动价3999元（20套）

非同：

布艺沙发（3+躺），活动价3999元

（30套）

澳美：

安东尼布艺沙发（3+躺），活动价

3999元（20套）

康耐登：

升搜布沙发 （3+妃）， 活动价

1999元（30套）

宝玛仕 ：

布艺沙发，单扶2S+妃，活动价

1999元（20套）

福溢：

圆灯台406×406×565mm，活动价

399元（200个）（家具独立店步行街）

上域：

餐台+餐椅4把，活动价3999元（50套）

■

床垫

/

软床

/

儿童家具（

2F

）

雅兰：

儿童床垫，活动价888元（100张）

舒达：

乳胶枕，活动价280元（200个）

邓禄普：

乳胶床垫礼赞（1800×2000），活

动价2999元（50张）

丝涟

1/3

：

开业纪念版床垫 （1500×

2000/1800)，活动价1999元（1000张）

慕思·

3D

：

VB-1V床垫（1800×2000），活

动价2295元（100张）

MPE

：

乳胶床垫T32（2000×1800），活动

价2999元

美安娜：

绅迎轩A20床架， 活动价999元

（50张，限色）

美得丽：

记忆枕，活动价128元（100个）

伊丽丝：

惠都床垫180×200，活动价880元

（88张）

爱蒙：

丹尼斯床垫，活动价2999元（30张）

黑格玛：

床垫 AK401，活动价880元（30张）

So

·雅露斯 ：

T002床架 （1800/1500×

2000），活动价998元（50张）

喜梦宝：

实木功能床，活动价2799�元（20套）

星星美墅 ：

New水手床， 活动价6998元

（28套）

沃克：

子母床，活动价2980元（20套）

弋玛特：

单床（1200×2000），活动价699

元（15张）

御花园：

钢艺小圆几，活动价68元（50张）

■

板式

/

板木

/

实木家具（

3F

）

赖氏家具：

北美壹号餐台+餐椅（1+4），

活动价2999元（30套）

奥立克：

1.5米床，活动价1880元（20张）

澳玛·珞美：

布艺沙发，3+妃，活动价1999

元（每天各10套）

美吉印象：

全实木大床（1800×2000），活

动价1999元/张（20张）

沃 克 博 思 亚 ：

现 代 全 实 木 大 床

（1800/1500×2000），活动价1980元（20张）

红苹果：

床（1500×2000），活动价680元/

张（限枫木、黑橡色，30张）

A

家：

简欧大床（1800×2000）， 活动价

1299元/张（20张，三环

内包运安）

欧木轩：

美式乡村

全 实 木 大 床

（1800/1500 ×2000），

活动价1999元 /张（20

张）

马杜菲：

地中海全

实木床头柜，活动价188

元（50个）

永盛木工坊：

白橡

木实木餐桌 （1330×810×760）+4把餐椅

（980×460×480），活动价1999元/套（50套）

米多拉：

地中海可伸缩餐桌1+4，活动价

2200元（50套）；圆餐桌，活动价2980元（30

张）；可调节吧椅309，活动价168元（100把）

OOD

：

双人床 （1800×2000）， 活动价

1280元（灰色，伊莎色，20张）

仁豪·迪诺雅：

床（1500×2000），活动价

699元（红李色，50张）

■

板木

/

实木家具（

4F

）

圣多娜：

实木大床，活动价2999元（100张）

杜莎：

哈里斯黄杨木餐桌1+4 （1450×

800×765），活动价2999元（10套）

世 尚 雅 轩 ：

世尚雅轩黑胡桃实木床

（1990×2210×920），活动价3980元（30张）

奥克维尔 ：

高尔夫床 （1720×2160×

1520），活动价2799元（50张）

托玛仕：

圆餐桌(1+4)，活动价2999元（50套）

纯美蓝山：

白蜡木餐桌(1+4)，活动价3999

元（30套）

光明家具：

水曲柳大床（1500×2000），活

动价3990元（30张）

名人居万芬美：

桃花芯木花架 （427×

427×780），活动价199元（20个）

莫霞：

109榆木大床（1.8×2米），活动价

3980元（10张）

瑜韵：

榆木明氏圈椅3件套，活动价2999元

（15套）

巴克庄园：

枫木大床BK8087，活动价2380

元（10张）

奢想名爵：

枫木大床M5010，活动价2200

元（10张）

■

欧美风格家具（

5F

）

左岸尚东：

一桌四椅，活动价3999元（50套）

欧奇葩 ：

柱子床（1.8米×2米），活动价

2980�元（10张）

平安家具 ：

201号1.8米启动床 （1800×

2000），活动价2999元（50张）

雅木·法莎尔：

长茶几，活动价1995元（10张）

永麒：

美式实木1.8米大床，活动价2980元

（30张）

华美法罗：

长几，活动价2660元（5张）；地

柜，活动价3580元（5个）

*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具体产品信息以店

内公示为准 （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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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丝涟Sealy� 1881年诞生于美国，连

续40余年保持全球销量冠军，在北美、欧

洲及澳洲市场可谓家喻户晓， 并是迪拜

帆船、四季、丽兹卡尔顿、威尼斯人、洲

际、万豪等全球奢华酒店的特选床垫。每

天晚上，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全球1亿用

户，都在享受丝涟带来的优质睡眠。而在

亚洲市场，丝涟Sealy经过30多年发展，在

韩日、新加坡、泰国等地也已成为高尚人

士的首选床垫品牌。

说起如此多的人选择该品牌的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是早在1950年，丝涟Sealy研

究人员与美国西北大学、杜克大学等矫形

外科教授们通过实验室上万个小时的测

试与调整，生产出具有“感应与调节”功

能的DSS双重美姿专利弹簧，并于去年升

级为唯一一家含钛合金的弹簧。它们会感

应人体不同部位压力并做出相应承托力

调节，让睡眠状态中的脊柱仍处于犹如直

立时最正确平直的状态。身体由直立到躺

卧，就如同把骨架形态维持不变，转动90

度角摆放在床上， 承托出最完美的睡姿。

此外， 丝涟床垫设计特别强调了肩膀、腰

部、臀部和腿部的承托，在保持脊柱挺直

的同时，让全身肌肉得以松弛，血液循环

流畅，一觉醒来，浑身舒畅，精力充沛。

同时， 丝涟Sealy还是全球少有的自

行生产所有组件的床垫品牌———旗下拥

有多达40个工厂，包括弹簧、海绵、乳胶

等所有组件都由自有工厂来提供； 在世

界大批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 丝涟仍坚

持沿用手工工艺， 保证了材料品质和纯

正手工艺的地道原味， 让医学和技术的

成果完美融入每一张床垫之中。

作为富森城北新店独家进驻的品牌

之一，后天也就是7月4日，丝涟Sealy将在

北富森最强开业风暴中， 推出三大史无

前例的特惠：

一、

富森“开业纪念版”床垫，买断

冰点价 1999元 （180 ×200 ×27cm或

150×200×27cm），1000张抢完即止（需

当日在二楼丝涟1/3生活店排队购买，每

户限购一张）。

二 、

凡购买丝涟床垫均赠送价值

3000元的大礼包（1.5米及以下尺寸赠送

丝涟枕心一对）

三、

买正价4万元以上规格的床垫，

即赠送酒店版床垫（180×200×27cm或

150×200×27cm）一张；满8万送两张，

以此类推。

*

具体产品信息以店内公示为准 （张玮）

全球销量领先的美国丝涟Sealy床垫

后天只在北富森特惠开抢

美国丝涟Sealy床垫，作为世界高品质床垫的代名词，作为全球更多舒睡人群的选

择， 将于7月4日在富森·美家居城北新店开业风暴中特惠开抢。 顶尖床垫走进寻常居

家，只在本周末，只在北富森。

富森·美家居带300大家具品牌

为成都带来世纪超强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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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馆各品牌店内

以下产品仅为富森·美家居7月4日~5日开业风暴的很少一部

分，更多劲爆特惠尽在现场！

温莎小镇

Ashley

单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