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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电子展是世界知名
的国际电子消费展会!由中国家电
研究院主办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家
电创新奖颁奖典礼也隆重举行!中
国家用电器创新奖是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为了鼓励技术创新进行
的最佳创新产品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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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阳台壁挂安装太阳能电热水
器从众多的家电参选产品中脱颖
而出"获得家用电器绿色环保产品

创新大奖"代表了中国家电行业的
顶级技术水平"其绿色节能环保的
创新理念更是得到了参会的德国
及国际众多专家一致高度认可!

不论你家住几楼"只需在装修
中预先设计水路至阳台"就可以让
热水器在阳台# 安家$"为您和家人
带来更经济节能%环保舒适的温暖
洗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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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集团公司副总裁
&

中国区总裁丁威先生表示&# 此次
获奖是该产品继获得中国地产金

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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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绿色节能环保创
新大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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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阳台壁挂安装太阳
能电热水器在性能方面也是首屈一
指! 特有的

*+,

太阳能集热%控温系
统"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一天日晒后"

照样能享受
-(.

的丰沛热水" 真正
实现* 冬天也可太阳能$)内胆完全是
根据电热水器的标准生产" 使用起
来非常安全"两根加热棒设计"加热

速度特别快" 完全摈弃了屋顶式太
阳能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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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卫生部对北京市场上
八种净水器进行了抽检"结果让人大
跌眼镜"包括几个知名品牌+进口品
牌在内的净水器"几乎全军覆没! 不
合格的原因"居然是细菌总数超标,

净水器的作用是通过滤芯的过
滤%吸附作用"将自来水中残存的重
金属%泥沙%有机污染物%消毒剂等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去除" 改善水质"有
利健康"号称* 健康产品$)现在"净水
器细菌超标"岂不是健康产品不健康
了吗-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中国净水行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徐立农告诉笔者" 滤芯一般具有多
孔%比表面积大的特点"正是这些孔
隙在存在" 才能吸附水中的有害物
质"但同时"却也给细菌生长繁殖提
供了温床)还有自来水中余氯的存在
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却也对健康有
一定负面影响)净水器一般都把水中
的余氯作为有害物质去除掉了"这就
让细菌的生长没有了限制)

有没有什么技术"既能杀灭水中
的细菌%病毒"又不会产生另外的有

害副产品呢-

江苏正本净化节水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沁尔康紫外杀菌净水器应
需而生"立即成为市场新宠)

紫外线杀菌技术的优势就在于它
具有广谱杀菌能力"对细菌%病毒一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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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至
'

秒即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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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菌率" 可以轻易地杀死病
毒%葡萄球菌%大肠肝菌%沙门氏菌%军
团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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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痢疾杆菌和许多其它细菌)对几乎
所有的细菌%病毒都能高效率杀灭"不
必担心净水器过滤出的水里再含有有
害人体的细菌了)另外"紫外线杀菌是
纯净的"没有二次污染)因此它不会对
水体和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不改
变水中任何成分) 传统的消毒技术如
采用氯化物或臭氧" 其消毒剂本身就
是属于剧毒%易燃的物质"而紫外线消
毒则不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 让人们
使用起来更放心)

据了解"沁尔康紫外杀菌净水器
已获得国家专利"也在市场上有不俗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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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三年前初次邂逅"黄志达先
生的行程总是满满当当"除了奔波于
亚太地区各重大设计项目之间"更是
国内各知名高校的常客"本次应同济
大学之邀"顺道莅临久盛公司"分享
最新设计思想与作品)

以* 米兰之旅$为开场"黄志达先
生用一幅幅写意照片" 展示了时尚之
都背后"* 阳光可以令人疯狂$ 的自然
休闲生活情态"阐释创意源自生活"产
品以人为本的终极意义)

黄志达先生与久盛地板的* 缘
分$始于

(@

年"是中国家居行业迫切
需要超越* 工业设计$高度"走向* 人
文时尚$高度的转折时期)出于* 自然
主义$家居理念的共鸣"双方分别以

* 作品表现$和* 产品应用$的交互形
式"成就了室内设计与地板界跨行业
成功合作的典范)

时至今日"久盛* 原生态$风格实
木地板产品已衍生了* 田园木歌$%* 爱

之林语$%* 子夜森涛$ 等多个系列"牢
牢占据各区域主流销售渠道) 凭借品
牌战略顾问黄志达及中国室内装饰协
会的专业背景" 久盛地板不断探究产
品的搭配性与表现力)

()

年"久盛* 美
式原味$系列伴随* 褪尽浮华"展露原
味$的生活特征应运而生"围绕美国红
橡%硬槭木%美国黑胡桃这三款材种的
风格演绎"响应返璞归真的设计走向"

受到了黄志达先生的高度肯定)

此次演讲"黄志达先生还就* 家
装主导色调$%* 南北家居风格特征$%

* 木地板色调搭配$ 等问题作出一一
解答"并提出了未来设计项目中对木
地板材料的风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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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地暖 & 以电力为能源 "将
)@/

的电能转换为热能"并以建筑
物内部地面作为散热面"保障建筑
物的室温达到舒适要求

A

符合人体
工程学的采暖方式)

水地暖& 它以不高于
B(C

的
低温热水为热媒"通过埋设地板内
的加热管把地板加热"均匀地向室
内辐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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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暖优点
1D6

铺设成本基本只与面积相
关"小面积铺设比较方便

1'6

占用层
高比水暖少

'FG 1H6

传热速度较水
暖快一些

电暖缺点&

1D6

使用电作为能源"由于受电

暖家用电表额定电流的影响) 所以
一般来说比较适合小面积地板取
暖的方案

1'6

运行费用相对稍高
'$E

水暖优点
1D6

供热用燃气炉可以同时解决
生活用水问题"不用另外买燃气炉
或电热水器

1'6

运行费用较低
水暖缺点&

1D6

燃气炉初期投资较大"如果
只是小面积铺设的话就有点不划
算
1'6

与电热相比多占用
'FG

层高
1H6

传热速度比电热慢一些
共同优点&

1D6

房间温度分布均匀)由于是
整个地板均匀散热"因此房间里的
温差极小) 而且室内温度是由下而

上逐渐降低"地面温度高于人的呼
吸系统温度"给人以脚暖头凉的舒
适感觉)

1'6

采用散热片取暖"一
般出水温度在

@(

摄食度以上"但
温度达到

I(

度时就会产生灰尘
团" 使暖气上方的墙面布满灰尘)

而地板取暖可以杜绝灰尘团和浑
浊空气的对流)

1H6

高效节能) 在
室温相同的条件下"地暖比传统取
暖方式要节能

D(J

到
'(K

) 由于
取暖的辐射面大"相对要求的供水
温度低"只需

L(

至
-(M

) 而且可
以克服传统取暖片一部分热量从
窗户散失掉影响取暖效果的缺点)

NL6

节省空间)方便室内装饰及家具
的摆放) 水暖+电暖适用不同取暖

面积)

共同缺点&

ND6

对层高有
BO I

厘
米左右的占用

N'6

地面第二次装修
时"易损害地下管线"不能在地板
钉钉子之类的

NH6

铺设木地板则有
干裂变形的麻烦"最好选用地砖或
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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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一佳装饰拥有近
'(((

平
米展厅"近百种国内外知名建材品
牌" 数十位省内外优秀设计师"成
熟的设计施工团队" 配合完美的

*

DPD

$全包系列"传统的装修方式
买产品"东奔西跑所采购的产品都
很心仪"可是当把他们放在同一空
间内却相当不协调"新派一佳装饰
整合大量国内外高品质+高性价比
的家居产品进行集中展示"供设计
师与业主提前挑选" 省时省心"并
且新派一佳的专业性特征不仅体
现在设计和系列上"在施工和服务
上更是突出了它的独特优势"新派
一佳吸取精细化管理经验" 以高

效+多元+人性化服务在深入满足
客户传统需求的基础上"为了更好
的服务客户+有效降低客户的装修
成本" 方便实惠的为客户提供从
方案设计///到空间施工///到
后期配饰乃至家具购置等一系列
全套贴心服务) 新派一佳开业以
来"先后与中央花园+翠园世家+勤
德家园+枫林雅都+太湖明珠苑+加
州枫景等众多业主签订装修合同)

为什么选择系列*
DPD

$全包装
饰家装修像点菜一样简单-

D

+一站式选材+配送&省事
Q

省
心, 您无需为运货+搬货+收货+验
货等问题东奔西跑)

'

+材料一包到底&省钱, 省力,

您无需考虑材料没买够+ 买多了+

材料损耗+补货+退货等问题)

H

+责任一包到底&环保检测超
标"负全责) 在新派一佳装修"如环
保检测超标"您无需鉴定是地板+瓷
砖+橱柜+木门+墙漆等建材产品超
标还是装饰公司装修超标" 因为新
派一佳全包模式将责任一包到底)

L

+一站式服务&一次性选购性
价比最高的陈设配套"一次性享受
所有产品的质量维权"省去东奔西
跑的问题)

-

+实惠到底&我们提供的产品
直接从工厂制定"或由总经销直销

供货"以及工厂特供) 产品专供新
派一佳*

DPD

$全包系列使用"这样
在整个装修过程中业主原本要承
担的材料流通+材料代理等中间费
用就可以大大降低)

B

+把一流的建材家具品牌+设
计施工队伍及现代化工厂的配套
供应都纳入到一个良性的+有效的
体系中来)

@

+会员卡服务&

DRD

绝对
R!7

导购服务"产生购买行为"您的所
有数据将进入数据库,

本公司现正在举行征集* 跨年度
样 板 房 $ 活 动 ) 报 名 热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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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多多"惊喜连连哦,

盘点一座城市的成长"很多
的年份"像珠宝的切面"折射的
是岁月的华光)

比如 " 常州的
'((-

年 "

'(()

年)

'((-

年" 是常州城市气质
的 升 华 之 年 " 这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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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街开街)

这一年"哈根达斯 +星巴克
和富都商贸也入驻常州)

也是这一年" 江苏英伦
美家家居有限公司成立"这
是这家* 国际整体软装饰品
牌$试水常州市场的起点之
年) 按照国际惯例"家居软
装饰的消费"和城市精英阶
层的消费能力+生活品位的
提升+国际化视野的开阔密
切相关)

英伦美家是全球高档软
装饰商品的先驱"窗帘+墙纸+家
私+床品00每件作品"每一个
细节都体现优雅+经典的品牌气
质"充分展现国际最前沿的软装
设计理念)

英伦美家有幸伴随着这座
城市的精英阶层一起成长"从英
伦美家化龙巷店+到英伦美家月
星形象店"一直致力于* 倡导国

际家居文化" 传播欧美生活美
学$" 让常州精英阶层的家居消
费与国际接轨"品味国际时尚的
风范)

'(()

年 末 " 当
49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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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常州"英
伦美家也早已洞悉常州高端消费
潮流" 让更多热爱生活品质的人
们"感受与世界同步的家居时尚)

从
'(()

年
D

月起"英伦美家选址
吊桥路///常州最具发展潜力的
高档商圈"并投资购置房产"重金
打造英伦美家江苏常州旗舰店)

'(()

年
D'

月
'-

日" 这是
普世同欢的圣诞日"万众期待之
下 "

D-((

平米的英伦美家江苏
常州旗舰店将盛大开业"届时将
有* 前无故人后无来者$般特大
优惠活动"朋友"恭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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