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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欧亚亚达达年年度度免免单单日日 国国庆庆提提前前购购

近日，安信地板年中会议结
束，安信地板在整个家居市场形势
走低的情况下再创佳绩，实现了销
售飞跃。其中，今年刚刚推出的桃
花心实木地热地板，以其工艺精
湛、美观尊贵、使用地热、绿色环
保、高性价比等特性，一跃成为安
信地板上半年单品销售冠军。

桃花心木实木地热地板，是安
信地板在2015年刚刚推向市场的一
个新系列产品。该产品是安信地板
从事实木地热地板研发、生产近10

年的集大成之作，也被业内誉为实
木地热地板的典范之作。安信地板
借助全球木材采购优势，对优质桃
花心木进行集中批量采购，实现了
桃花心木低价高质的“量贩式”模
式，将桃花心木这种高贵珍稀的材
种打造成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桃花
心木被视为家具、橱柜制造的进口
高级原料。作为一块良材，桃花心木
有着非常优秀的物理特性为各国匠
人所接受，是世界上最名贵木材之
一，被用来做家具，乐器等。根据这
种材种在世界装饰装修中运用的历
史，以及这种材种承载的历史文化
符号，安信地板借鉴伊丽莎白时代
英国皇室装修特点，作为这款产品
进行研发的起点，产品主基调为英
皇室的尊贵高雅和伊丽莎白时代特
有的文艺气质；同时，这款产品还结
合了当下的时尚色调，古典基调结

合时尚色调，使整个产品的视觉效
果呈现出博大而轻灵灵动的感觉。

如果说这个桃花心木实木地
热地板的产品设计征服了消费者
的心，那么安信地板的工作只是完
成了很少的一部分。安信地板以目
前最先进的工艺，对这款产品进行
打磨，使其在承载消费者梦想的同
时，也能承载消费者的家。安信地
板根据这款产品的特点，对其进行
了超长的养生，根据产品效果的需
要，按照木纹、色彩分布对其进行
切割、打磨；然后，安信地板独有的
地热锁扣技术，让木材结构更加稳
定平衡，表面加固漆面处理，使产品
耐磨性能得到巩固；再加上安信地
板特别为其研发的实木地热地板专
用辅料和铺装方法，能够使消费者
可以享受英皇室尊贵体验，还可以
在冬日享受春天般的温暖。由于这
款产品从生产至铺装完成，始终没
有有害添加物，因此从根源实现了
绿色环保，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针对这款产品，安信地板还推
出了服务升级，凡在2015年3月15

日后购买安信桃花心木实木地热
地板的消费者，都可享受25年保用
的服务。根据《安信地板日常维护
保养及质量服务手册》，由于产品
质量而导致的产品不能正常使用，
在25年可享受安信地板提供的免
费维修服务。

安信桃花心实木地热地板热卖

居家如英皇室尊贵

NATURE是国内地板领军企
业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旗
下独立运作的进口地板子品牌，
是大自然家居核心的战略业务单
元之一，NATURE旗下涵盖了欧
洲众多知名地板品牌。NATURE
丰富的产品线为消费者提供了更
多的消费选择。

大自然旗下

聚集国际一线地板品牌

来自瑞典的PERGO品牌是强
化地板的鼻祖，作为曾服务于
DIOR、MercedesBenz-SMART、
GREAT HYATT、VOLVO等知
名企业的领军品牌，数年来一直
被追随却从未被超越。PERGO品
牌同时也是欧洲设计潮流的晴雨
表，时刻彰显着现代欧洲生活方
式。

除 了 动 人 心 弦 的 产 品 ，
PERGO还能提供系统的地面铺装
解决方案，地板产品，配件产品(脚
线，地垫)，清洁养护产品等一应俱
全，为消费者带来无忧的一站式消
费体验。

PERGO曾在哥本哈根中央火

车站做过一个测试，数块地板经50
万人踩踏后依然完好无损，测试的
样板被保存下来，随即在2015德国
汉诺威展会上展出后引发专家热
评。

JUNCKERS是欧洲知名的地
热实木制造商，是国际篮联，国际
羽联等体育组织的合作伙伴，也是
奥运会，NBA球场的地板选择。此
刻，世界各地的激动人心的比赛就
可能正在JUNCKERS地板上火热
进行着。

体育馆，舞蹈室，音乐厅……
JUNCKERS地板的身影无处不
在，拥有超过70年地板制造经验的
JUNCKERS同时也是欧洲众多社
会名流府邸的选择，JUNCKERS
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产品上的惊
喜，还有欧洲精英阶层的品位生活
理念。

国际主流地板

呈现空间美学

设计师所推崇的三大元素：
Simple简单，Sophist icated考究 ,
Southful灵魂触及，NATURE的产
品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丹麦的实木类地板，令居者如
行走在自然艺术的空间，创造宁静
诗意的起居，高度呈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存。

意大利的三层手工地板宛如
一件艺术作品，彰显无处不在的家
居美学。

瑞典的强化地板汇聚了欧美
时尚风格，提升艺术格调，帮助居
者重新构建家居写意空间和精神
家园。

不管是现代人注重的开放空
间，如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还是注
重的私密交流空间，如卧室、书房、
禅修室等空间，NATURE都不会
让你失望，针对不同的空间，它可
以提供多个地面铺装解决方案，完
美呈现空间美学。

NATURE不仅仅在为国内消
费者提供着优质的产品，尽可能地
传播西方美学，更多的它还肩负着
传播品位生活理念的使命。

原木质朴的纹理让我们拾得
谦卑尊重，摒弃浮华杂念，尽情回
归自然；历经高科技表层处理的强
化地板无限延伸着我们对空间的
想象；三层手工艺术地板带给我们
意料之外的奢华和时尚。

99月月1122日日大大自自然然原原装装进进口口地地板板
旗旗舰舰店店亮亮相相泉泉城城

9月13日，浪鲸卫浴第二届慈
善助学仪式在济南银座家居中心
店拉开帷幕，长清一中十位品学兼
优的受资助学生，省民政厅以及
济南慈善协会等相关领导出席了
现场。济南慈善总会会长张泽女
士夸赞浪鲸卫浴为慈善创造了一
个新形式，并表示欢迎更多仁人
义士以慈善协会为平台，加入到
慈善事业中来。银座家居总经理

张庆胜先生也在致辞时表示，银
座家居为此次义举再捐助一万
元，合力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完成
学业。

据了解，浪鲸专注卫浴领域
20余年，始终以引领行业进步为
己任，其产品品质更是全球共
睹。获得了欧盟以及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多地产品质量认
证。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大洲107个

国家。济南银座家居中心店浪鲸
卫浴开业之时，李绍杰郑重向消
费者做出承诺：浪鲸延长质保至
十年，且保证十年内，消费者家
庭的整体卫浴空间绝无异味。浪
鲸就是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消费者的
信赖。让全球亿万家庭畅享舒
适、便捷、智能、环保的卫浴新
生活。

小伙伴们，中秋节马上就要来
了，虽然放假两天，但是大家还是
要回家陪陪爸妈，国庆节也马上就
要来了，7天长假，是不是要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但是问题来
了，中秋回家陪父母，国庆外出旅
游，想买家具建材的小伙伴，这可
如何是好？其实，欧亚达家居早就
想到了，这不，9月18日至20日，
年度免单日华丽来袭，国庆钜惠提
前开抢，2000万现金免单2天1夜，
全场家具建材价格直降！

4999元现金

免单多到不敢想

抢国庆，抢钜惠，免单大奖等

你来，买家具建材就趁现在！家居
盛事年度免单日，这一次，免单大
奖的数量，多到不敢想象，到底有
多少个？5000个4999元现金免单等
大奖，凭特权卡无需购物即可抽
取！活动期间，凡来欧亚达家居购
物的顾客，当天购物单笔满5000元
即可领取刮刮卡一张，满10000元
领取刮刮卡两张，以此类推，4999
元现金免单等大奖超值享。国庆出
去嗨，家居提前购，就来欧亚达年
度免单日！

全场满1000元直减现金

减到您满意

免单大奖如此之多，还要价格

直降才是真实惠！没问题，欧亚达
家居，一切为了消费者满意。活
动期间，凡来欧亚达家居在参加
活动的专卖店购物，购物缴款满
1000元直减现金， 2 0 0元？ 3 0 0
元？400元？还是500元？全场现
金直减，减到您满意！欧亚达年
度免单日，一次真真正正的真实
惠即将见证！

500台家电豪礼

帅到没朋友

有买就有送，欧亚达家居特别
准备了500台超级帅气的家电豪
礼！活动期间，在参加活动的专卖
店购物，单笔缴款满10000元送品

牌吸尘器或苏泊尔套锅一台，满
30000元及以上送品牌滚筒洗衣机
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此
外，现场10大专区抱团出击，劲享
专属优惠！9月18日活动期间，凡
参加活动的专卖店购物成交的单
据，单笔缴款满4000元即可领取电
烤箱一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帅到没朋友的家电豪礼，想想就让
人激动！

100个超级大奖

让你爽到尖叫

家具建材提前购，国庆七天出
去嗨！欧亚达家居特别准备豪华旅
游等100个大奖，不仅让你买得开

心、买得满意，更要让你玩得舒
心、玩得痛快！活动期间，凡购物
缴款单笔满2000元即可领取抽奖券
一张，满4000元领取两张，以此类
推，上不封顶。豪华韩国游、跑步
机、踏步机、电动车等100个大奖
抽不停！

现场还有国庆大奖双倍机会
抽，超级重磅，有木有！本次活动
期间成交的单据，均可双倍积分领
取十一七天抽奖券，这一次，让抽
奖机会更多些，让大奖离得更近
些！

9月18日-20日，欧亚达家居
年度免单日，国庆提前抢，钜惠
提前享，活动这么嗨，我要去看
看！

对于人生来说，18岁也许才刚
刚成熟。而对于一个家装企业来
说，18年却是一路坚持的执着见
证。作为济南一家年满18周岁的本
土家装企业，世纪宏达将在后天迎
来自己的18岁生日，为感谢业主朋
友们的一路相伴，世纪宏达准备了
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作为“成人
礼”的感恩回馈。

世纪宏达装饰成立18年以来，
一直进行家居环保的研究和探索,

在业内首创健康环保家居系统，通
过六大节点控制，运用生物、纳米、
负离子三大核心技术，做到装修完
即可入住，让消费者体验到真正的
环保家装。

然而，世纪宏达知道，仅仅环
保还不够，健康与生态才是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2015年8月，
世纪宏达在健康环保家居系统之
上，再次全新推出“去化工涂料施

工措施”，以天然无污染生物功能
原材料为基础，分别搭配环保材
料、生物材料、负离子材料，全新打
造“环保+、健康+、生态+”三大墙
系，引领行业全新标准！

过去的18年，世纪宏达已为千
万户装修业主带来了生活的美好
品味；未来更多个18年，我们誓将
环保进行到底，并将呈现更加丰富
贴切的设计内涵，一切，只为理想
生活！

9月19日-20日，世纪宏达“18

周年庆典”将在世纪宏达大师楼震
撼揭幕，现场金蛋大礼，空气净化
器、光波炉等大奖等你拿！持本报
到场，更有好礼相送！

活动时间：9月19日-9月20日
活动地点：解放路与二环东路

交口西北角世纪宏达大师楼
报名电话：138-6400-4286

网络报名：www.jnsjhd.com

十一长假日渐临近，已经在
威武的阅兵式上缓过神儿来的朋
友们，有些计划远走天涯，有些
准备“特宅”一把，当然有些人
还要无奈的随份子喝喜酒。如果
你说你要忙着装修买家具，那十
一去银座家居正当时，保准省钱
省心省口水！

十一七天假期，银座家居特
别制定幸福置家计划，推出“置
家七天乐，幸福礼缤纷”大型主
题促销活动，预存升值，精选好
礼，全城比价，文化市集……满
额还可参加激动人心的幸福抢购
活动。

预定幸福

省钱一步到位

预存升值翻6倍，畅用全场，
9月19日—10月7日，北园店、中
心店50元购300元现金券，25元购

150元现金券，消费不设限，力度
之大，欢迎比较。省钱定是硬道
理，但有一种幸福叫做“价格一步
到位”，活动期间，全场大牌量价齐
放，保证店内商家所销售的商品皆
比同时期同城范围内相同品牌产
品价格要低，不玩虚的！

专属幸福

必须特别幸福

金条金蛋什么的，不够fash-
ion，“苹果”你有我有全都有。
活动期间，新签合同两店累计交
款 满 额 送 ！ i P h o n e 6 p l u s 、
iPadmini、海尔冰箱、松下电饭
煲，用心甄选，送到您满意！只
送礼不抽奖哪能痛快？活动期
间，新签合同两店累计交款满
3000元再抽大奖！66台最大55寸
的三星电视尽数备足，只等幸运
降临。

订制幸福

抢到就是欢畅

活动期间，累计消费满3000
元以上或历史累计积分达到5000
元及以上的顾客可参与国庆66周
年幸福人气活动，每日9:30可至
北园店、中心店客服中心购买心
仪商品，30元地板、150元灯具、
300元马桶、600元床垫、1500元
沙发畅快抢……每人限购1款！

遇见幸福

快乐更有意义

银座家居联手CCpack创意港
飞鸟市集匠心中国手工俱乐部、
银座家居中国馆、书法大家、茶
艺馆举办“遇见幸福”专场文化
市集活动，开启爱的幸福之旅、
打造城市慢生活之体验。

世纪宏达18年 感恩回馈厚惠无期

银银座座家家居居：：置置家家七七天天乐乐 幸幸福福礼礼缤缤纷纷

浪浪鲸鲸卫卫浴浴与与爱爱同同行行

订版电话：0531-8519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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