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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壁纸!布艺!饰品!整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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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发生
!"#

级强震!

西南五省干旱危机未解! 天灾
的发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

天灾无情人有情!

$

月
#%

日!我
国家电名企江苏光芒集团在湖
州天煌大酒店正式启动光芒太
阳能#

#&'(

爱心捐助$ 行动!

即%每销售一台太阳能热水器!

便以消费者名义向灾区捐款
')

元!支持抗灾重建&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 旱
情 ' 震灾给当地人民生命 '财
产造成巨大伤害 ! 引起了政
府 '企事业及社会各界纷纷奉
献爱心 !捐资捐物 !太阳能行
业领军企业江苏光芒集团也
是其中之一 !前年四川汶川赈
灾期间曾捐赠近

*))

万元" 近
年来 !光芒集团一直坚持( 以
民为本 !发哺社会 $的公益理

念 !在江苏 '安徽等多地支持
希望小学 ' 卫生医疗站建设 !

并资助
*)))

多名学生重新走
入校园 !累计为公益事业先后
捐助

+)))

多万 ! 先后被评为
( 抗震救灾 !爱心企业 $奖 '( 太
阳能行业公益奖$等&

据光芒集团董事长范朝洪
介绍!这次活动开展的目的是与
灾区人民心连心!以实际行动支
持抗震抗旱!将( 以民为本!反哺
社会$的公益诺言进行到底& 同
时!呼吁更多的企业来关注公益
事业! 为西南旱区早日度过危
机! 青海震区早日重建家园!而
承担企业应尽的责任&

据悉!

,

月初光芒集团将会
把善款统一捐献慈善机构!所有
参与消费者名单都将在光芒集
团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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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小长假日渐临近!各
商场都摆好了促销架势&作为常
州的家居市场领头羊的红星美
凯龙!将在( 五一$期间为龙城及
其周边市民呈上一席别具匠心'

极具诱惑的节日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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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任何一种生活态
度 !都没有( 绿色 $来得更为时
尚& 近几年间!地球自然灾害频
发!使人类日益关注环保与可持
续发展& 从( 乐活$到( 有机可持
续$! 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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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哥本哈根的

( 低碳$ 大会!( 低碳$ 已成为家
具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常州红
星美凯龙首届低碳家居环保展
将在( 五一$期间隆重登场&

'

月
*

日起!红星美凯龙集齐三店众
多一线品牌!在各店大厅展出特
价节能'环保商品&低碳环保!从
家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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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两点起!红星美
凯龙将联合驻场商家邀请

+)

余
家知名家具'建材工厂总裁齐聚龙
城!亲临红星美凯龙卖场进行签售

活动!推出力度震撼的超低价优惠
乃至全市最低价& 届时!凡购买参
与活动的品牌!再经该品牌总裁签
售后!即可在促销活动基础上再优
惠最高

*)-

的折扣! 享受到全市
独一无二的工厂直供价&部分品牌
还有赠品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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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在( 五一$期间购买
家具'建材的顾客来说!最关心
的莫过于商场的促销力度!纵观
以往活动! 聪明的顾客不难发
现!五一从来都是红星美凯龙大

力促销的主战场之一& 节日期
间!只要您来红星购物!就有神
秘双重惊喜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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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年!红星美凯龙作
为中国家居行业的唯一代表成功
入驻世博民企馆& 将为您特别献
礼%只要您持红星美凯龙统一销货
凭证以及

+)).

年后的房产证!就
可以领取

*

张抽奖券!幸运消费者
有机会获得三张世博会门票!一家
三口免费畅游世博&

另外!商场倾情打造的( 五
星$级服务团队***家居生活专
家!将竭诚为来到红星美凯龙的
每一位顾客提供专业'贴心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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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美式风格的引领者+ 谁
是美国红橡的缔造者+ 久盛地板
美式原味的引领者与缔造者!举
办第二届美国红橡地板节! 再次
引爆价格极限&

美国红橡作为久盛( 原生态珍
贵风格$系列产品的主打材种之一!

已在高端家居市场活跃多年& 尽管
这些年来南美'东南亚'非洲材大行
其道! 但美国红橡却凭其北美高寒
气候所练就的坚韧品性! 捍卫了北
美材在销售市场中的一座尊席&

纯正橡木生活! 唯有来自美
国& 放眼美国

$'))

万公顷橡木
/

独宾夕法尼亚的红橡能焕发自然
粉色! 再加上成材缓慢! 材性优
越!工艺卓绝!尽展王者之风& 久
盛凭借强大的采购体量! 独揽美
国红橡资源盛宴! 以垄断的价格
优势! 打破红橡高高在上的价格
神话!让您把高贵触手可及!久盛

美国红橡全系列加厚至
++

毫米&

比普通地板
*.

毫米的厚度增加
了

*0 $

的厚度!耐用度更高!抗变
形度更强&

本次活动在加厚不加价的基
础上! 全系列十多款平面

0

仿古
0

拉丝工艺的美国红橡更是空前让
利!价格直降

*')

元
0

平方!现在
用普通橡木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

厚度的美国红橡!你还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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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本次活动!其他几十个
各个材种的促销优惠同时进行
中!超低特价!折扣价!工厂补贴
价同台亮相!再爆价格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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