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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8日上午，“现代
新中式家具-苏梨盛装落户淄
博”，开业庆典在淄博富尔玛家
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富尔玛集
团总经理宋平先生、淄博富尔玛
家居博览中心罗广南先生、苏梨
家具工厂总经理何正如先生参
加了此次启动仪式并作出重要
讲话。苏梨家具淄博旗舰店总经
理张建国先生在典礼上致欢迎
词，细致讲解“苏梨”家具现代苏
式理念和产品特点。此次活动也
吸引了众多顶尖的室内设计师
以及社会各界友人的参加，现场
氛围非常浓厚。

据了解，苏梨现代新中式家
具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专业性综合型公司。经过

三年多的筹划，公司于2013年在
苏州正式成立，首批投资8000多
万元。目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
产设备与完善的管理体系，在生
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做到尽
善尽美，保证为消费者提供高标
准、高质量的新品。苏梨家具继
承明式家具营造技法，百分之百
紫金檀珍贵木料，传统榫卯工
艺，手工雕花工艺，同时结合现
代设计理念，使家具在艺术形
式、结构质量、使用功能等方面
得到完美统一。在温厚的手工艺
传统中，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
节都分外讲究，力求打造现代新
中式经典。

发布会上，苏梨家具工厂总
经理何正如、苏梨家具淄博旗舰

店总经理张建国携手富尔玛领
导共同点亮水晶球，标志着“现
代新中式家具-苏梨”的成功落
户。随后各位领导、来宾参观了
位于淄博富尔玛一楼中厅的“苏
梨”家具旗舰店，并深深的被店
内新中式特色的家具所吸引。苏
梨家具始终以人文生活为设计
中心思想，结合现代生活理念，
用家具打造富于文化底蕴的生
活空间。

我们相信，“苏梨”品牌淄博
旗舰店在成功入住淄博富尔玛
家居博览中心后，一定会以高品
质服务淄博消费者、进一步扩大

“苏梨”在家居市场的品牌影响
力，为淄博市民创造更美、更优
质的居家生活！

苏苏梨梨家家具具淄淄博博旗旗舰舰店店开开业业庆庆典典
暨新中式·高端生活品鉴会11月8日在淄博富尔玛家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苏梨家具淄博旗舰店开业庆典典礼现场。

冬季购房

查看采光有讲究

冬季买房要注意什么呢？现
整理几条冬季买房的注意事项，
供大家参考。

房屋取暖最关键

在房屋的选择上，尽量不要
选择靠边或顶层的户型，因为这
类户型都有侧面或顶层暴露在
外，这在冬天会加快散热，尤其是
一些公房，由于建筑的保温技术
和质量都无法与商品房相比，因
此裸露在外的墙面越多，房屋的
保温效果越差，同时对于那种自
采暖的房屋来说也意味着消耗的
能源更多，花费的费用越大。

高层住宅楼层不要过低

对于高层住宅，楼层不要过
低。因为低楼层获得阳光照射的
时间相对较短，也很容易受到遮
挡，阳光照射的长度和强度都会
大打折扣，同时也要注意楼间距
和其他遮挡情况；最后是房屋内
部的结构问题。如果房屋进深过
大，犹如隧道，那么其接受阳光的
效果自然不好，而如果选择面宽
较大的房子，则采光面更大，房屋
会显得亮堂和宽敞。

检查房屋密封效果

冬季是西北风比较盛行的季
节，且风力也最猛，在此时去看
房，顺便测试一下房屋的通风效
果也是不错的选择。在查看通风
效果时不要忘记检查房屋的密封
效果，即将房屋门窗紧闭后，看室
温是否能快速上升，并可在门窗
的缝隙处感受一下是否有空气流
进的现象，如果只注重通风不关
注密封的话，那么房屋预期的采
暖效果将很难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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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医院获得飞顿激光公司独
家授权，成为山东省独家引进
DPL精准极光嫩肤系统的医疗
美容机构。DPL精准极光嫩肤是
国际著名激光公司以色列飞顿
的全球第一款激光新品设备，
突破了传统光子嫩肤极限，开
启了嫩肤、祛斑、美白的新时
代，也是目前激光美容市场上
最新一代的高端“极光”。

据一美天成整形美容医院

技术院长、全国著名皮肤美容
专家陈芙莉介绍，DPL精准极光
嫩肤对光子技术进行了革命性
的创新，将特殊设计DPL晶体和
超窄带滤光片应用于光子器件
设计，有效滤去杂散光谱，精确
输出100nm 精准光，拥有极佳
的色基吸收率，能量靶向集中，
是皮肤年轻化领域的最新高端
嫩肤项目，具有更高的选择性、
更精准、更高效。

什么是极光？针对这个问

题，陈院长给记者做了详细的
解答：“极光”也可以理解为“精
准光 ( D P L ，D e l i c a t e P u l s e
Light)”是全球最新一代的嫩肤
技术，它可以发出一组精确控
制在100纳米范围内的特殊波长
的光，针对病变皮肤更加精准、
快速、高效，能被黑色素及血红
蛋白高效吸收，从而击碎这些
病变组织。

作为淄博规模最大的整形
美容医疗机构，一美天成始终

以全球化的视野，接轨国际前
沿医疗技术、尖端设备，致力于
把最优质的医疗美容产品、技
术和服务带给淄博女性，先后
与美国、以色列、韩国、瑞士、台
湾等18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广泛
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及时引
进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与设备，
以做广大爱美女性的“美丽事
业伙伴”为己任，积极引领和创
造女性由内而外的全方位美
丽。

为为子子女女上上学学购购房房看看准准““学学区区””““学学位位””
选择教育楼盘需谨慎，口头承诺难受法律保护

学区房，是指分布在知名学
校周边的房产，根据“就近入学”
相关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凡
片区内的适龄儿童皆可免试就
读。作为房地产市场竞争的优势
资源，学区房已成为现行教育体
制下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学区”
是政府根据生源情况来划分的，
按最新政策规定，如若业主户口
已迁入“学区房”，那么，其子女
可以按规定入读在户口所在地

分配的学校，即“免试就近注册
登记入学”。

市民黄女士很迷茫，“基本上
去每个售楼部，置业顾问都会说
孩子上学没有问题，要么是小区
内有学校，要么就是周边有某某
小学、某某名校，而且一说一大
堆。说得很轻松，但是能不能落
实，心里根本没谱，也不敢相信”。

业内人士建议，关于是不是
学区房的界定，不能单听置业顾

问的承诺项目是否在学区内，而
要到关系学区划分的多个机构
去询问证实才靠谱，去所在学校
招生办、所属街道办、当地派出
所甚至教育主管部门咨询确认。

所谓“学位房”，往往是因业
主在买房后能获得相关学校“学
位”而得名。有些房产项目有“学
位”名额，是因为其引进了学校，
或与某些“名校”有联建、合作方
面的关系。在楼盘宣传广告中，

经常能看到楼盘与名校签约联
建或合作，购买该楼盘的业主子
女将来即可享受到签约学校的
入学资格。

相比学区房，学位房显然更
具优势，学区房只代表所住小区
靠近学校，业主子女在招生范围
内。而学位房则是开发商给业主
的承诺，一套房子一个学位，购
房后就有资格入读该学校，一般
不用考试不用交借读费。

木地板是目前房屋装修
地面的重要材料，但是若没有
好好保养，常常很容易出现问
题，特别是在冬季，空气变得
干燥，地板会出现收缩、变形
甚至开裂的情况，所以冬季的
木地板保养护理不能掉以轻
心。

针对冬季如何更好地对
地板进行护理，业内专业人士
指出冬季地板护理一定要注
意适度保湿补水避免地板过
干，保持地板清洁避免霉菌滋
生等一些保养小窍门。

冬季气候比较干燥，明显
特征是会出现静电现象，如出
现静电现象，证明室内已经很
干 燥 了 。实 木 地 板 喜 欢 温 度
28℃以下、湿度在50%～70%之
间的环境。为避免室内过干使
木地板开裂缩缝需要使用加
湿器调节室内湿度。如果不能
保证房间的湿度，一周也可两
至三次用湿抹布拭擦，注意湿
布需拧到不滴水为止，这样也
可以对地板起到一定的保湿
作用。

冬季空气湿度相对较低，
地板容易收缩变形，为保证地

板伸缩顺畅，应避免集中放置
重型家具，最好隔一段时间换
动家具的摆放位置，既可防止
重压引起地板不能顺畅伸缩，
还可避免地板因家具压住不
通风出现干湿不均的现象。

冬季气候干燥，空气中的灰

尘特别容易增多，为此秋季各式
地板都需要经常除尘，平时用扫
帚或吸尘器清除灰尘，尤其是经
常踩踏的地方，如门厅和通向外
面的走道。为了防止尘土进入屋
内，还可在入门处放置防尘垫。
还有就是实木地板的缝隙中富

含有机物且温暖潮湿，很容易成
为滋养有害微生物的温床，使用
一段时间后缝隙中便会产生危
害健康的物质，如霉菌。因此，常
清理木地板及木地板中的缝隙
能有效地减少细菌滋生，保护生
活环境。

木木地地板板冬冬季季保保湿湿防防裂裂有有讲讲究究
一周可两至三次用拧干的湿抹布拭擦

受政府政策和特殊情况影响，
实际购房后，业主和开发商可能发
生纠纷。买了学区房的业主，最初
小区在教育机构划分的学区内，但
是因为招生政策发生变化，当地教
育机构根据学生数量的变化，以及
教育资源的调配，对城市学区不定
时地进行调整，业主的小区学区范
围可能发生变化，现实情况就和开
发商当初承诺的事实不对应。

购学位房的业主，也不是无所
顾虑。虽然项目和学校签约入驻，
但是因为学校容纳的学生数量有
限，以及招收部分小区以外学生。
后期购买房子的业主，因为学位名
额已被分配完，虽然有入学资格，
但没有入学名额。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选择教
育楼盘要仔细谨慎，不要轻信口头
承诺。

相关链接

受政策影响

学区可能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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