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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空气湿度相对小，室内比较干燥，保养起
来难度不是很大，但非实木家具和实木家具因为主
体材料及结构的不同，在保养方面应该区别对待。

一、实木家具保养须知
专家表示，实木家具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含水

率的变化，容易受环境湿度的影响，在实木家具的
保养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家具变形、变裂情况的发
生。秋季里最好将家具摆放在距离取暖流一米左右
的地方，避免长时间较高温度的烘烤；同时还要避
免室外阳光对家具整体或局部的长时间曝晒，以防
止使木材局部干裂、变形及漆膜局部变质情况的发
生。最后，实木家具表面一般都涂有油漆，漆膜一
旦被破坏不仅会影响到美观，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
产品的内部结构。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应该每天用
纯绵干软布轻轻拭去表面浮尘，每隔一段时间，用
拧干水分的湿棉丝将家具犄角旮旯处的积尘细细揩
净，再用洁净的干软细棉布揩干即可。

二、板木结合家具保养须知
1、移动：板木结合家具最怕拖动，小件家具需

移动时，要抬家具的底部，大件家具最好请专业公
司帮助，拆分移动。

2、洗涤：擦洗时要用拧干的湿毛巾，以免划花
漆面。家具的布料宜采用干洗，尽量避免水洗，以
免褪色；皮革等部分应用的皮革清洁剂清洗，避免
用肥皂、洗衣粉等清洗。

3、维护：家具应经常擦拭，使之洁净，以免滋
生菌；要经常保持室内的通风与干燥，以免家具受
潮变形。

4、小部件的保护：床垫、沙发等软体家具应使
其平均受力、避免在上面跳跃以免局部受力过大而
损坏；抽屉、门等部件在开、关时要轻开、轻关避
免用力太大，发生碰撞而损坏。

秋季该如何保养家具

本报记者 齐兴

还有几天就要到处暑了，这意
味着暑气将于这一天结束，中国大
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炎热即将
过去。对于情况不甚明朗的济宁楼
市来说，很多楼盘都在盼望着，秋，
能够解救在炎热中挣扎的购房淡
季，而在期盼的同时，大家更是摩拳
擦掌，将促销暗战进行得更加彻底、
激烈。

大量优惠袭来
隐形“降价”迎合人意

“几乎每个楼盘都在搞优惠活
动，只是在形式跟力度上会有些许

的差别。”一位业内人士坦露，“楼盘
不会直接打出降价的招牌，老客户
在买房之后很难接受房子价格下
降。”在抚慰老客户还要吸引到新客
户的同时，各大楼盘均用形式多样
的优惠活动变相“降价”。

在一楼盘营销中心，记者确实
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的房子是
不会降价的，但可以给新客户一些
优惠，同样老客户没有享受到的话
可以补上。”一位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这家楼盘位于济邹路上，房子
均价约5700元每平米，现在打出最
高优惠10万元的活动，包括开盘特
惠300元/平方米，七日内签约200

元/平方米，送开户费、太阳能等

等优惠。虽然置业顾问信誓旦旦表
示不降价，如果真能享受到最高10

万的优惠额度，拿一套100平方米
的房子来说，相当于每平米便宜了
近1000元。

不仅是各大楼盘的营销中心，
在街头的广告牌上，各种各样的楼
市活动广告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
计，在济宁城区参与打折优惠活动
的楼盘共有36家，“一万抵三万”，

“送万元家电”，“每周限量特价房”，
更有专门为刚需婚房购房者准备的

“结婚全免单”，承诺送价值4万3千
多元的婚宴、婚庆、婚纱、蜜月、红
包。开发商均在想法设法吸引购房
者紧张备战九月。

暖场活动密集
积聚人气才是真正王道

蛋糕DIY活动、全民健身羽毛
球争霸赛、吉他大赛、奥迪试驾活
动、咖啡甜点对对碰、糖果免费大
派送……上周各种主题的活动此起
彼伏，吸引大量人气已经是开发商
们早就达成的共识。“每个周末我
们会有回馈新老客户的主题活动，
很热闹，正好周末来看房的人多，
也能为看房者营造出温馨的氛
围。”位于太白湖区的恒大名都一
置业顾问介绍说。

不光是楼盘自己组织活动拉动
人气，还邀请到老客户参与其中。太

白湖新区一处楼盘实行“老客户带
新客户，成交之后各奖励1000元”，
高新区的一处楼盘则公开招募兼职
置业顾问，成交后给予丰厚的奖励。

“积聚人气还是硬道理。”
似乎七八月份的淡季已经让开

发商们按耐不住，纷纷为抢占九月
份旺季造势。而购房者与开发商们
的这场博弈，也愈演愈烈。开发商
已由主导地位向被动方转变，由乐
观向紧张转变，从成交量上来看，
购房者并未在这样紧张的大环境下
积极入市，供需双方进入一场更为
复杂的心理较量。金秋九月，意味
着硕果累累，楼市的的收获多大，
还需拭目以待。

九月将至———

济济宁宁各各楼楼盘盘，，促促销销暗暗战战愈愈演演愈愈烈烈

位于氵光府河畔的华都·
金色兰庭一期5栋高层住宅
楼即将交付业主使用，预计9

月份业主们可以拿到自家
房门的钥匙。17日上午，在临
近交房日期时，金色兰庭开
发商华都房地产公司举办
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业主实
地看房活动，小区完善的配
套、优美的景观、漂亮的庭
院以及教育配套等等各方
面均受到了业主们的赞誉。

当日上午9点整，当数十
位业主代表们走进售楼处等
待统一乘车前往小区时，金
色兰庭的置业顾问们还向每
一个人发放了一张征求意见
表，希望大家在实地看房之
后能给开发商提供一些意见
和建议。当大家赶到小区内

的时候，看到的是小区挺拔
的住宅楼，映入眼帘的是一
抹抹绿色，进入小区大门，宽
敞的步行通道直通大门口。

“咱小区的环境真好，不光出
门就是大公园，进了小区依
然和公园一样。”一位业主代
表称，小区西侧还规划了一
条商业街，各种配套也比较
齐全。

除了环境，小区的教育配
套也让业主们非常满意。业主
们还实地参观了小区中配建
的幼儿园，高标准的幼儿园位
于小区东南角，门外就是绿
地。另外，在小区的西侧还有
刚刚竣工的小学，据开发商方
面介绍，这里已经确定为济宁
学院附属小学第四分校，不久
之后就可以开学了。

据介绍，此次即将交房
的5栋高层住宅楼均属于一
期房源，分别为20、21、22、23、
24号楼，位于整个小区的最南
面，目前各种室内外施工已
全部完成，而小区内部的庭
院硬化、绿化工作也已全部
完工，具备了交付使用的条

件。根据部分业主提出的小
区内几棵大树叶子枯黄的现
象，开发商郑重承诺，将在

“十一”前后进行更换，保证
栽植同等规格的树木，同时
加强树木的养护工作，进一
步提升小区内的景观质量。

(刘守善)

温馨的话语，美好的祝
福，童真的笑脸，夕阳的欢
颜，都在这一天温暖绽放。8

月16日，“关爱济宁“城投公
益活动继续进行！关爱留守
儿童，关爱孤寡老人，让爱
在济宁蔓延！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
还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
家乡，到遥远的城里谋生糊
口。很多时候，他们只能从
电话中或者从偶尔寄来的
汇款单中，才能感觉父母的
存在。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
花样年华的时候，他们被留
在乡下，孤独地像荒草一样
生长。人们给这群孩子起了
一个酸楚的名字：留守儿
童。有这样一群老人，无亲
无故，独自生活。他们没有
子女承欢膝下，赡养尽孝，

没有老伴相伴左右，共享天
伦，风烛残年的他们，有的
甚至还承受着疾病的摧残
折磨，身心俱疲。他们是需
要社会去关心的群体，需要
我们用更多爱心关怀他们。
城投作为责任国企，秉承着
社会责任，带领城投公益形
象代言人种子选手们，走近
他们！

由济宁城建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主办的“关爱济宁”系
列公益活动已进入尾声，我
们想通过公益活动形式，关
爱、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在活动中，我们也被参加活
动的小朋友和接受我们关爱
的人感动着。这些小朋友为
了帮助弱势群体凌晨四点起
床做点心。“关爱济宁”城投
公益形象代言人活动仍在进

行中，您最喜欢哪个孩子，快
点通过房产超市网本次活动
端口，或者是关注“济宁城
投”微信公众平台都给他们
投票吧！

紧张的投票，激烈的角
逐，城投公益形象代言人以
及3万元助学基金究竟花落

谁家。让我们一起关注8月24

日城投北湖湾举办的“关爱
济宁”城投公益形象代言人
颁奖活动，让我们一起目睹
形象代言人的诞生。现场还
有精彩的表演，到现场还可
以参与抽奖，丰厚大奖等着
你呦。（王锦）

用心触动你，用爱温暖你
“关爱济宁”城投公益行暖心延续

华都·金色兰庭一期即将上房
配建幼儿园、小学，景观优美，数十位业主代表现场看房赞声不断

距中国·济宁第一届酒水副食
品采购节还有4天！笔者获悉，由豪
德商贸城主办的酒水副食品采购
节，将于8月23日在豪德商贸城B北
区西广场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将历
时16天，是济宁市首次举办的酒水
副食品采购节，无论参展品牌的数
量与规模，还是参展规格与促销力
度都将是独一无二的！届时，五粮
液、茅台、剑南春、蒙牛乳业、脑白
金、黄金搭档、极草、娃哈哈纯净水、
康泉食品、玉堂酱园、微山湖特产、
心心酒业、红太阳酒业、金贵酒业、
孔府家酒业等1000余家国内知名品
牌和省内一线品牌旗下的万余商品
系列参加展销，众多品牌，多种种
类，可以供广大消费者尽情选购。

到豪德商贸城选“豪礼”，省钱
省心更省力！

豪德商贸城从2010年8月破土
动工，到2012年11月正式投入运营，
到今天占据济宁西核心地位的商贸
航母，每一步都走的扎实稳健。为了
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让广大消
费者在中秋前夕选购上档次有面子
的“豪礼”，豪德商贸城携手千余家
国内一线酒水副食品企业在豪德商
贸城B北区西广场隆重举行第一届
酒水副食采购节，商品齐全，物美价
廉，尽享最低价精品。

200余商家大展销 全城超低
价展销16天

据笔者了解，从8月23日——— 9

月8日参与中国·济宁酒水副食品采

购节的1000余商家将开启“大促销”
模式，最大力度让利消费者。全场商
品满300送30元；百万大礼不停送，
消费满额即可参与送礼活动；每天
还有丰富的抽奖活动。另外，到场顾
客都能参与幸运大转盘，免费赢大
奖，还可免费报销交通路费。

10000余种商品，品种繁多，预
计产生销售2000万！

据笔者了解，济宁第一届酒水
副食品采购节展出规模宏大，可容
纳1万多人。五粮液、茅台、剑南春、
蒙牛乳业、脑白金、黄金搭档、极草、
娃哈哈纯净水、康泉食品、玉堂酱
园、微山湖特产、心心酒业、红太阳
酒业、金贵酒业、孔府家酒业等1000

多家知名品牌轮番上演促销大战。

知名品牌齐聚，品种繁多，各种高中
低档白酒、啤酒、名茶、副食、乳制
品、保健品、各种饮料、儿童食品、地
方特产等十几个系列近千种产品物
美价廉，让您真正体验一站式购物
的便利和乐趣。

100多个精彩节目，持续16天的
欢乐盛宴

本届采购节以“中秋盛典·全城

狂欢”为主题，通过一线品牌酒业及
副食品行业商品展示展销，以团购、
折扣、满就送、抽奖等多种活动方
式，为济宁市民送上饕餮盛宴。到场
就有好礼相送，更有Ipadmini、液晶
电视、洗衣机、高档红酒、特级茶
叶……大奖等你拿！100多个精彩节
目轮番上演，让你享受半个月的欢
乐盛宴。（马敏）

8 . 23,济宁第一届酒水副食品采购节

千余品牌 万余商品 全市超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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