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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首届家博会落幕

+$后成家装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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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由河南商报与美涂士油漆#胖子腻子共同主办的$
,$$-

中原首

届家博会%"在河南人民会堂和市民见面了"活动两日"

./$$

多人来到会场"

有
%$$

余户现场和装饰公司签单& 这场家博会赶在母亲节期间"成了一些市

民送给妈妈的最贴心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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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0$

日是母亲节"也是商报家博会人气

最旺的一天& 这天"有一些市民陪着母亲来

逛家博会" 想给妈妈装修一个称心的家"作

为母亲节礼物&

$ 母亲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 到老了还

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作为孩子"我都不知

道该怎么表孝心& %陪着
)-

岁老母亲来逛家

博会的市民刘先生说" 他老家是洛阳偃师

的"从小母亲吃苦受累"拉扯大几个孩子"现

在好不容易自己做生意有了些收入"想好好

孝敬一下母亲"但一辈子勤俭节约的母亲还

是什么都省着用& 母亲节到了"他想给妈妈

$ 表示表示%"结果妈妈什么都不让买"也拒

绝了$ 下馆子%的提议"说挣钱不容易"能省

就省&

刘先生好不容易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

是带母亲来逛逛商报的家博会& 年前"他刚

在北环买了套新房"环境比较清静"打算接

母亲过去住" 孩子们也可以好好陪陪她"这

房子装成什么样"可要顺着母亲的心意&

$ 这就算是母亲节给妈妈的礼物吧& %刘

先生说&这种礼物"又实用又贴心&听说这次

参展公司品种齐全"而且折扣低"母亲也很

高兴&

到上午
00

时许" 他们已经走了大约十几

家展位"为了货比三家"他和母亲耐心地一

家一家看"手里拎了大大一袋宣传页& 刘先

生很有耐心!$ 听老人言"总是没错的& %

*

月
-

日上午
-

时"$

,$$-

中原首届

家博会%在河南人民会堂和市民见面

了"这是今春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

的一次家居盛会( 此次家博会为期
,

天"从每天上午
-

时至下午
)

时(

参展公司有美涂士油漆和胖子

腻子"上海美巢装饰'超凡装饰'雅庭

装饰'大地装饰'南京钟凯丽'易居装

饰'星星装饰'鹏发装饰'正开装饰'

瑞博文装饰'新洲装饰'南方日晟等

近
%$

家知名家装品牌"并且拿出了让

人兴奋的优惠(

展会期间"市民向参展的任何一

家公司交付订金"都有机会赢取液晶

电视'笔记本电脑'旅游等大奖(据主

办方介绍"以往搞的家居展"只是家

装公司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

样"囊括这么多装饰公司(

家博会开幕当天"著名电视主持

人啸寒到现场主持签售"主办方还准

备了精彩纷呈的文娱演出") 变脸* '

) 吞火*等节目吸引了很多观众"让来

逛家博会的市民一饱眼福&

不仅现场为市民考虑得周到"商

报还想到了$ 售后%的事&有消费者担

心!$ 装房子是个操心事儿"一旦有问

题"往往跟家装公司多次交涉都没办

法解决& %

不过"消费者很快发现"这种担

忧并不是问题&作为$ 娘家人%的商报

家居部承诺!商报展会上与参展公司

签订合同的所有工程"商报家居部愿

为你全程护航& 若工程出现问题"商

报家居部会为业主出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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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首届家博会现场"除部分中年人

之外" 前来咨询家装的大多是年轻的
+$

后

们"他们已然成了装修主力军&

,&

岁的张女士"准备今年$ 十一%和男友

结婚& 随着结婚日期日益临近"新房的装修

事宜也提上了日程&

但由于工作繁忙"张女士和男友一直抽

不出时间选择家装公司"$ 要一家家地跑"对

比产品质量'价格& 很麻烦& %

正在为装修担心的张女士"在看到家博

会现场有
,$

多家知名家装公司时"马上和准

备结婚的朋友一起赶来了"$ 一家家地比"一

定能挑到合适的家装公司& %

像张女士一样准备结婚的
+$

后"如今越

来越多了"他们的婚房装修"正在逐渐成为

家装市场的一块大蛋糕&

河南一方建材有限公司+ 胖子腻子,董事

长张洪根介绍"

+$

后在房子的购买力上有父辈

支持" 再加上可以按揭" 逐渐成为购房的主力

军"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家装的主力军& 最近两

年" 已经到了
+$

后结婚的高峰期"$ 如今的家装

市场"除了一小部分换新房的中年人外"就是等

着装修婚房的
+$

后人群& %

在本次家博会上"不少展点的工作人员均

反映"

+$

后年轻人已成为他们咨询' 签单的主

力人群"$ 如今的年轻人在装修上追求个性"一

般很少人让父母代替自己来选择装修公司&他

们对家装的要求也和父辈们大不相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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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说" 她和男友对装修的要

求很简单!环保'节能&

在张女士看来"他们十一结婚后"

肯定会想立即入住新房& 如果选择的

家装公司"以及所使用的家装产品"在

环保方面达不到要求" 那就得不偿失

了"$ 我年龄已经不小了" 结婚后就准

备要孩子&如果不能杜绝甲醛等污染"

那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 %

像张女士一样" 大部分新婚夫妇

会在婚后一年内孕育宝宝" 婚房的环

保也显得尤为重要&

据美涂士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余

松透露 " 婚房的装修污染主要体现

在空气污染上 " 其中甲醛超标和苯

超标最具危害 & 尽管目前各类建材

环保性能比过去有所提高 " 但是由

于婚期已定 "新房一般入住较快 "室

内污染空气很难完全挥发&

在美涂士接待的众多客户中"$

+$

后% 客户对环保材料的要求比其他客

户都更认真"$ 针对他们这类人群"我

们特别推出了零甲醛含量的新产品"

力争将客户的入住时间缩到最短& %

河南一方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洪根也告诉记者" 以前人们装修可称

得上是$ 土装修%"是不太看重环保'节

能的& 而现在的人们"尤其是
+$

后们"

所看重的是装修材料要节能'环保"装

修质量要有保障" 还有就是后期服务

要到位"$ 现在的人都注重生活质量"

不会刻意在家装上省钱"因小失大&我

们的产品" 也正是跟着这批准客户变

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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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末"在音乐缓缓流淌'茶味清香四

溢的大地装饰-设计会所" 将邀请专家点评

大宅设计"前
04

位报名业主可获得与专家面

对面谈论机会"获得免费户型解析'风格定

位等专业指导"并获得设计费
*

折'

,$$$

元橱

柜赠券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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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装饰-设计会所

大宅设计 专家精彩点评

本案为新中式风格" 大地装饰-设

计会所的设计师作品&在门厅和走廊以

吊顶区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同时以中式

图案的门厅和中式壁挂配饰略做装饰"

既增强了空间的通透感"又使整个空间

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人一种既统

一又玲珑的视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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