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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

4 月 7 日举行首届家具

品牌联盟采购会

晨报讯（记者 赵玮）“将于 4 月 7

日在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举行的首

届家具品牌联盟采购会，会给鹤城市民

意想不到的惊喜， 活动期间，200 家品

牌总裁将‘空降’鹤壁，联合放‘价’6 小

时，全部品牌全年超低价销售。”3月 20

日， 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场副总经理

梁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本次家具品牌联盟采购会

将于 4 月 7 日下午 14：00～20：00 举

行。 活动当天，有五重大礼感恩回馈鹤

城市民： 进店就有礼。 前 50 名进店客

户，凭邀请函，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

物送惊喜。前 20名购物交款满 2000元

的顾客，凭当天有效交款单可获赠价值

50 元的超市购物卡一张；总裁现场“放

价”，一省到底。 届时，200 家一线品牌

厂家总裁“空降”鹤壁，14:00 准时“放

价”，均为全年超低特价；丰厚大奖，现

场抽不停。 在卖场所有品牌专卖店内，

只要顾客预交订金 50%以上，即有资格

在服务台领取抽奖券和淘宝券。 具体

为： 每 2000 元送抽奖券一张，4000 元

送抽奖券 2张，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4

月 8 日下午 16：00 在商场外现场抽奖，

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1 元淘宝，欢乐大抢购。 活动当天，

卖场内众多一线品牌不仅推出全场品

牌联盟采购会特惠折扣，更有百款超低

价产品，千元套房，百元沙发，小件产品

最低 1元起，数量有限，先来先得。

想花较少的钱把家装扮得优雅舒

适吗？ 4月 7日来正阳爱家国际家居广

场吧，保证不虚此行！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 地理位置优

越、 价格适中的二手房正日益受到城市消费者

的欢迎。 但是，这些二手房往往都建造时间长，

特别是建造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房屋，其

卫生间普遍存在空间窄小、 功能安排不合理等

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将这种二手房的卫生间打

造得既舒适又方便？为此，业内专家提供了以下

3个小技巧。

技巧 1：加强采光

巧妙利用光线可以很好地改变空间感，明

亮的采光可以让人感觉到空间的拓展， 而暗淡

的光线则会使人觉得空间窄小、不舒服。老房卫

生间的采光通常都不是很好， 因此若想为其打

造出空间感首先就要从采光入手。

●专家提醒： 老房卫生间的开窗位置很难

改变，因此可以考虑增强室内采光。比如利用磨

砂玻璃、烤漆玻璃、单面玻璃等玻璃材质制成卫

生间与室内其他空间的隔断或推拉门。 这样既

可以节省空间，又提高了卫生间的采光，一举两

得。

技巧 2：用好角落

在我国，人们历来讲究居住格局的方正，因

此都习惯了横平竖直的思维方式， 认为家具布

置紧挨着墙壁，一字排开就能使空间紧凑，然而

这种想法却常常会忽略对房间角落的设计。 事

实上，合理规划边角空间，不仅能发挥出它的利

用价值，还能提升整个家居环境的艺术性。以卫

生间的墙角为例， 这个区域是人们行走时最不

容易经过的地方，所以最适合安排作为功能区，

如安放面盆、坐便器、储物柜等。

●专家提醒：利用好角落，可以使卫生间的

空间增大，看起来更敞亮。尤其是面积特别小的

卫生间，需要打破寻常思路，比如，可以把通常

并列摆放的面盆和坐便器放到卫生间的对角线

位置上，中间的空间可以用来淋浴。这种安排的

好处在于，既可以增加视觉的空间感，又增加了

淋浴的舒适度。

技巧 3：合理布局

良好的布局可以增加空间的舒适度， 这对

狭小的老房卫生间来说更为重要。 卫生间最关

键的是要合理布置面盆、坐便器、淋浴间，这三

大件基本的布置方法应由高到低设置， 即从卫

生间门口开始，逐渐深入。 其中，最理想的布局

方式是洗手台对着卫生间的门， 而坐便器紧靠

其侧，然后把淋浴间设置在最里端。这样无论从

使用、功能还是美观上来讲都最为科学。

●专家提醒：如果选择干湿分区的布局，那

么一定要把面盆、坐便器和通道与沐浴区分开，

尽量在确保通道空间的前提下， 合理地安排面

盆和坐便器的位置。

(北晨)

晨报讯（记者 赵玮）“‘普利亚’是意

大利东南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区，以

盛产高档米黄大理石而闻名于世。 这种大

理石重量轻、纹理细、质感强，非常适合于

复杂精细的雕刻。 ”3月 21日，谈起汇亚日

前推出的新产品“普利亚·跨界石”，我市汇

亚陶瓷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据悉， “普利亚·跨界石” 是汇亚研

发团队赴意大利考察学习期间深受当地珍

贵大理石的启发， 历时两年潜心钻研而

成， 采用独特的“切融技术”， 并在产品

中嵌入“水晶根”， 形成晶晶相映、 根根

成趣的水晶根效果， 逼真还原了意大利名

贵大理石材纹理。

据介绍， 该产品技术含量极高。 微粉

抛光砖生产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成型过程

余粉产生量很大， 容易造成资源和能源浪

费， 目前为止， 这一行业难题仍未得到彻

底的解决。 针对这种情况， 汇亚进行了大

胆的技术创新， 吸收喷墨印刷技术的理

念， 采用电脑控制喷粉布料方法， 实现纹

理多变、 图案丰富的装饰效果。 并结合定

量填料技术， 创新一套无余料二次布料微

分转生产技术， 该项技术在“喷粉布料技

术与普利亚微粉抛光砖产品研发” 项目科

技成果鉴定会上， 已经获得了鉴定委员会

各专家的一致认可， 并建议在行业内推广

使用。

罗莱家纺

为消费者创造

高品质家居生活和

优质睡眠体验

晨报讯（记者 赵玮）“我很喜欢

罗莱家纺的床上用品， 有一款经典床

垫我推荐了好几个朋友去买， 大家用

了都说不错。 我认为罗莱家纺的产品

选择空间很大，不仅产品品质好，款式

和花型也非常多。 ”3 月 21 日，在新世

纪广场的罗莱家纺专卖店内， 正在挑

选床上用品的市民刘女士表示。

罗莱家纺是集研发 、 设计、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家纺企业，也是

国内渠道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

综合实力最强的家纺企业之一， 连续

六年荣获“市场占有率及销量第一”，

其产品独特的风格、 卓越的产品品质

和鲜明的品牌形象在市场上独树一

帜。

罗莱家纺销售经理王帅旭介绍

说，作为国内家纺时尚潮流引领者，罗

莱在欧洲和国内拥有两大研发设计中

心， 并与国内外顶级家纺专业设计机

构及面料商长期紧密合作， 敏锐捕捉

家纺流行趋势， 致力于为消费者创造

高品质家居生活和优质睡眠体验。 通

过产品、 服务的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日

益多元化的家居生活需求。 凭借欧式

化、经典的品牌风格定位，罗莱以其与

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和优雅精致风格深

受中国万千消费者喜爱。

2009 年 9 月， 罗莱家纺成功登陆

A 股市场（股票代码：002293），这标志

着罗莱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其

后， 罗莱以渠道为基础， 以品牌为灵

魂，以创新为动力，以质量为保证，不

断加强团队管理和员工队伍建设，公

司的管理质量和效益均有大幅度提

升。 罗莱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优异，受

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

2011年初，罗莱公司制定了“百亿

战略”， 要求全体罗莱人振奋精神，团

结拼搏， 力争到 2016 年实现销售额

100亿人民币的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

伴随着罗莱多年发展的文化理念系统

也完成了升级。 一个以先进企业理念

为指导， 拥有激情目标的罗莱团队再

次起航，向着“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

性行业领先企业” 的宏伟愿景破浪前

行。

提起家庭装修， 许多装修过的人都会说

“太累，里面道道太多”，每个人都能翻出一本

的“装修经”，如何在装修中少花钱，又达到自

己要求，是每一个装修户的理想，以下是一些

装修小知识。

一、了解相关知识、做好市场调研，应对装

修的概念有一个了解，房子装修需要经过那些

工程。

二、确定装修队伍及价格，根据你住房面

积的大小及装修工作量，参考他人经验确定装

修价格。 一般情况建议最好不要选择包工包

料， 因为包工包料所用材料质量难以保证，如

使用劣质有污染的材料，造成装修污染就得不

偿失。

三、精确的做好预算，确定装修工钱后，你

要对你所要购买的大项原料进行资金预算。

四、从源头预防装修污染，在购买材料时，

要选择正规厂家的知名品牌产品，在这方面钱

不能省，这些材料主要是：木工板、地板等板

材，油漆、乳胶漆、801胶、木乳胶等化学品。

五、严格工程的监督及管理,挑剔的客户

能赢得好的质量。 (小网)

二手房卫浴装修小技巧

“建邺装饰入驻鹤壁已经五年了。

五年来，得到了鹤城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和肯定，今年我们建邺装饰将致力于打

造‘五心’工程，以实际行动，回报广大

消费者。 ”3 月 20 日，北京建邺装饰鹤

壁公司执行经理王玉红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王玉红介绍说，建邺装饰主要从事

室内、外装修设计施工，包括别墅、大型

娱乐场所、大型办公场所、临时厂房的

整体规划、设计与施工，专卖店整体形

象、各类展厅的设计与装修等，让消费

者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更高品质的

产品、 更便捷的一站式整体家居服务。

作为我市装修行业套餐模式的缔造者

和领航者，建邺装饰不断进行家装套餐

的持续改善， 为消费者提供超高性价

比、全责保障的家装服务。

“所谓建邺套餐模式， 就是把材料

部分即墙砖、地砖、木地板、橱柜、洁具、

门及门套、墙面漆、吊顶、五金等品牌主

材与基础装修施工组合在一起，让消费

者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一个称心如意的

家居装饰工程。”王玉红说，与传统装修

相比，套装装修具有一站式选材、配送，

省事省心；材料一包到底，省钱、省力；

一站式服务，装修质量出现问题，公司

负全责等优势。同时公司对整体环保负

全责、 对所有产品进行整体售后服务，

解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选择建邺装

饰的套餐装修，就是选择了省钱、省时、

省力、省心、环保。

以优质服务回报消费者

———访北京建邺装饰鹤壁

公司执行经理王玉红

□晨报记者 赵玮 文 /图

为了更好地服务鹤壁人民，提升店内购物环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装修一新的全友家

居城于 3 月 1 6 日重装开业。 图为消费者在店内购物。 晨报记者 康迎风 摄

汇亚“普利亚·跨界石”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超越名贵石材 科技巅峰之作

家庭装修小知识

王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