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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新华网曾经报
道的消息吗？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对非洲加蓬共和国进
行友好访问时，到宜华海外
子公司——华嘉木业视察、
指导，宜华投资开发了加蓬
35万公顷森林资源。目前，
宜华生活拥有超过600万
亩的林木资源。这些林木
资源，确保了宜华的家具，
特别是实木家具从原材料
的采购上就具备了先天优
势。

同时，宜华还拥有总占
地面积6000亩、建筑面积
约350万平方米，生产规模
达到年产实木家具300万
套、木地板800万平方米和
沙发400万套的八大制造
基地。

在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上，宜华也积极开拓国际化
之路，先后在美国、法国、英
国、德国、加拿大、澳洲及台
湾地区等设立全资子公司及
办事机构，仅在美国各州的
经销网点就达2000多个。

改个名整这么大动静，也就宜华了！

爆款盛惠折到底
全房18件套新中式纯实木家具30007元或32353元、现代纯实木家具31303元、简美实木
家具39385元……抢订热线：89963888
□记者 楚天舒

一家公司改个名，整这么大动静，全场产品低到4折，全房18件纯实木家具套装仅3万多元，除
了上市公司宜华，估计也没有谁了。从宜华木业到宜华生活，不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是服务的大幅
度提升。“＞你所想”的，不仅是产品的丰富度，更有超强的优惠力度。宜华生活6月10日~7月10
日在全国掀起的大型回馈活动，让提前尝鲜的消费者已经尝到了甜头。

■纯实木家具这个价，市场难寻

上周五，宜华生活全房18
件套新中式纯实木家具仅需
30007元，全场产品史无前例的
折扣消息发布后，吸引了众多消
费者一探究竟。当大家来到位
于航海东路与第八大街东南角
的宜华生活体验馆，很多人被其
3000多平方米的超大体量所震
撼。除了各种风格的家具产品，
还有木地板，甚至配套的装修和

软装，让大家对宜华生活的概念
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大批量的超低价产品，
让很多消费者措手不及。某大
学教授王老师告诉记者，由于追
求绿色环保，因此对纯实木家具
情有独钟，但市场上看得上的纯
实木家具，大多一套房子配下来
都要10万元左右，一直下不了
手，没想到宜华的家具是又好又

便宜。“先把定金交了，回家和老
伴、孩子商量商量多买几件。”

宜华郑州公司总经理胡娣
表示，这次优惠活动是公司成立
30年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
一次，而且是从出厂价给出优
惠，那套18件套新中式纯实木
家具原来零售价在8万多元，现
在 3万元出头的价格，非常划
算。

■优惠力度这么大还不限量，也就宜华

工厂发力，全国联动，力度
不大怎么行？让我们重温下那
些让人心跳加速的热门爆款价
格吧：美式休闲实木家具（客
厅+餐厅+主卧+次卧，17件）市
场价11万元，活动价43845元；
现代纯实木家具（客厅+餐厅+
主卧+次卧，18件）市场价6.7万
元，活动价31303元；新中式纯

实木家具（客厅+餐厅+主卧+次
卧，18件）市场价6.6万元，活动
价30007元；单人真皮电动功能
沙发市场价 6000 元，活动价
2380元；真皮沙发（1人位+2人
位+3人位）市场价2.8万元，活
动价11558元；真皮转角沙发市
场价2.1万元，活动价8383元；
男孩房7件套市场价1.3万元，

活动价6810元；女孩房8件套
市场价 1.6 万元，活动价 8101
元……

除了实木家具，实木地板的
价格亦是让人触目惊心：番龙眼
纯实木地板196元/平方米；柞
木多层实木地板 155 元/平方
米；更有纯实木除甲醛地板，仅
需139元/平方米。

■600万亩的林木资源，无人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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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端午就是夏至，预
示着夏天真的来了。炎炎
夏日，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所有的户外活动在这溽热
的天气中都是一种负累，那
何地可寻觅一个清凉好去
处，抛却一整周的繁忙烦乱
心绪，来度过一段轻松有趣
的周末时光呢？

6月11日，让我们相约
欧派财信大家居体验馆，来
感受一场甜品沙拉与冰爽冰
粥带来的激情碰撞吧！一想
到冰粥，瞬间我们的味蕾就
触摸到了那份甜丝丝透心凉
的痛快！对了，就是这份冰
粥的诱惑！大河家居的朋友
们有多久没有聚在一起学习
了？那就赶快加入我们的冰

爽之旅吧。专注厨房文化的
欧派，为您准备了各种冰粥，
如紫米荔枝冰粥、荷叶冰粥、
什锦水果冰粥、山楂酥梨冰
粥、南瓜冰粥等，还有我们最
常食用的消暑绿豆、浓情红
豆、补充维C的各式水果，多
种口味任您选择，亲自动手
尽情享受DIY乐趣，自制一
份最合心意的冰粥吧。更有
甜品水果沙拉现场操作，让
你对自制多色果盘有一番全
新体验。

夏日里的一碗冰粥，祛
暑清热，健脾养胃，老少皆
宜！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
和自己的家人、孩子，和自
己的胃有个亲密对话。

过了端午是夏至

这周六，到欧派来碗冰粥
□记者 楚天舒

●活动地点：欧派财信大家居体验馆（位于商都路与七
里河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活动时间：6月11日下午2:30~5:30
●报名电话：18103818699（因场地有限，仅限前20名）

欢乐的端午小长假即将来
临，你还在为装修买材料发愁？
6月9日~11日，“升级蜕变 情定
居然”将为你献上五重活动，让
你开心过节，省钱装修。6月16
日，还有精美礼品拿。

6月 9日 10:00~12:00，转
发商场本次活动微信并集齐30
个赞，即可到商场服务台领取精
美节日礼品一份，限量500名，每
个微信号限领一份。

活动期间，购物交全款满

5000元返200元全场通用券，满
1万元返400元全场通用券，以
此类推。

购买三楼家具产品交全款，
最低成交价基础上再享9.5折优
惠；购买四楼欧美家具产品交全
款，最低成交价基础上再享9折。

“室内设计中国行”活动是
由设计名家、著名企业、设计公
司、媒体机构等联合发起的，名
家云集、精彩纷呈的年度饕餮盛
宴。活动期间，签单即可持销售

合同在16日当天领取精美纪念
礼品一件，每张合同限领一件，
礼品共计500件。

活动期间，凡至居然元洲装
饰展示区咨询的业主，直减居然
元洲装饰500元设计费。居然元
洲装饰客户在居然之家挑选主材
享最大主材优惠，9年水电质保。

此外，郑州居然之家致力于
打造进口高端家居体验中心，进
口品牌展厅将于6月25日闪亮
登场。

端午假期 情定居然 □记者 楚天舒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红星美
凯龙30周年主题促销即将在全
国打响！6月9日~11日、6月18
日~19日，预存通汇卡最高享增
值5%！全场交款满1000元享
20%直降优惠！300辆豪华山地
车满额抽！全场交款满3000元
最高折让80%！微信支付10元
得“贪新券”即享7重专属优惠！
千余款家具建材商品3折发售！
更有九牧卫浴、大自然地板等红
星省购联盟特惠！

即日起至6月9日，预存红星
美凯龙通汇卡可享受5%增值优
惠；6月13日至16日，预存通汇卡
可享4%增值优惠。6月9日至11
日、6月18日至19日，全场交款满
1000元可享20%直降优惠！在此
基础上，全场交款满3000元还可
参与6月11日、6月19日的山地车
大抽奖。同时，还可参与抽彩球赢
现金折让，100%中奖，最低可享
60元现金折让，最高可享2400元
现金折让。

此外，顾客只需关注红星美
凯龙官方微信，线上支付10元领
取“贪新券”，即可尊享7大专属
优惠。6月9日~11日、18日~19
日，商场特别征集千款家具、建
材商品，以3折“贪新价”的超值
力度发售。

6月18日至19日，全场交款
满 1000 元，还可参与“贪新换
购”，您只需加价6元即可换购由
九牧卫浴提供的角阀、龙头、地
漏等家居产品。

30周年大促 红星美凯龙玩大了

深植郑州19年、享誉无数的
国企佳和家居，在端午之际六重
活动回馈消费者。

想置家的朋友，每日打进
68857777的前100名朋友，登记
一下名字电话即可领取精美礼品
一份，凭身份证于6月9日领取，
每人限领一份。每日购物前50名
可免费领取大学路沃尔玛3楼吉
祥岛梦幻王国游乐场门票2张。

本次活动将推出年度最高
优惠，办卡交3000元即可送200
元，凭身份证每人限办一张，全
场通用（办公家具除外）。

买家具送家电，只需购物满
3000元，就可获赠名牌家电一
台，购物金额越高，家电礼品越
大，名牌电饭煲、电风扇、电饼
铛、电烤箱、微波炉、电冰箱、洗
衣机、50英寸液晶电视，家电豪

礼不限量赠送。
活动期间，购物满2000元

可获抽奖券一张，满4000元可
获2张，凭抽奖券可参与6月11
日18:00的集中抽奖活动，名牌
液晶电视、平板电脑、现金等超
值大奖等着您。

佳和家居端午倾情惠客，数
千款商品厂价直销，限量产品，
绝对让人心动。

信息一束

佳和家居 端午“放价”

□记者 楚天舒

□记者 楚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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