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扮家过新年软装市场潜力大

随着人们对居家环境要求的提
升，软装画龙点睛的作用被很多市
民认可。“以前都是装修结束后，业
主才会来咨询软装的事情，可是现
在很多业主思路不同了，明显更注
重软装的搭配。”戴媛媛介绍，现在
业主在新房装修前就会看软装家
具，和软装设计师商量好家具的材
质和色调。设计师根据业主的诉
求，再进行深化设计，做到从源头把
控风格、尺寸，让整个房屋软装设计
不会脱离主题。

眼看着春节越来越近，一些充
满年味的挂饰、棉质舒适的抱枕、温
馨个性的装饰画、造型多样的烛台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针对想要过年
装饰一下家里的市民，戴媛媛介绍，
可以通过更换墙布、窗帘、花艺和摆
件等给家里营造一种全新的感觉。

“最简单的就是添加一些绿植。”戴
媛媛说，绿植里面常见的吊钟、龙舌
兰等都可以瞬间提升家里的高级
感，一些年轻市民可以尝试一下；对
于一些喜欢喜庆氛围的市民，北美
冬青和节节高更适合。

伴随着市民对软装要求的提
升，软装市场也得到了良好的发
展。比如，刘娟软装从一家窗帘店
开始，如今也发展成一家本土软装、
家居产品整合商，拥有行业最具规

模的设计、营销以及服务售后团队，
经过22年的蓬勃发展与不断超越，
已经成长为集窗帘、墙布、海吉布、
艺术漆、软包、硬包、家具与设计施
工、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软装知名
品牌。“对春
节前软装市
场，我们还
是比较看好
的，估计还
要 忙 上 一
阵。”刘娟软
装工作人员
说到。

想要过年“拾掇”家里的人越来越多

本报讯 2021年1月9
日，常州地区“2020 蔚来
日”（NIO Day 2020）在诺
丁山艺术中心举行。作为
蔚来新车发布会分会场，通
过转播的方式，分享在成都
举办的主会场新车发布情
况。发布会上，蔚来首款自
动驾驶车型智能电动旗舰
轿车ET7正式发布。

发布会当晚，蔚来线
上预订系统由于下订过多
还出现网络瘫痪小插曲，
常州地区蔚来粉也通过缴
纳预订金的方式，给此款
新车打出了“满意”的成
绩。蔚来常州地区运营部
工作人员表示，新车发布
以后，常州地区很多客户
通过线上咨询车辆的具体
情况，询问样车什么时候
到店，而从最近一段时间
预订情况来看，蔚来ET7
受欢迎程度超预期。

作为蔚来首款旗舰轿
车，ET7自动驾驶技术很吸
引人。据悉，ET7搭载最新
的蔚来自动驾驶技术NAD

（NIO Autonomous Driv-
ing），基于NIO Aquila蔚
来超感系统、NIO Adam
蔚来超算平台等，将逐步实
现高速、城区、停车、加电等
场景下轻松安全的点到点
自动驾驶体验。此外，蔚来
打破常规，将高性能自动驾
驶传感器自然融入车身线
条，定义了自动驾驶时代的
汽车外观设计。ET7整车
长 5098 毫米，宽 1987 毫
米，高 1505 毫米，轴距
3060毫米。远近光一体式
LED大灯和double-dash
日行灯与立体通透的贯穿
式心跳尾灯前后呼应，线条
流畅，精致纯粹。

ET7 补贴前起售价
44.8万元，BaaS方案补贴
前起售价37.8万元；首发
版补贴前售价52.6万元，
BaaS 方 案 补 贴 前 售 价
39.8万元。1月 9日起在
蔚来App开放预订，客户
只需缴纳5000元预订金，
车辆预计在2022年一季
度开启交付。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
汽车产业协会召开市汽车
产业联席会暨常州市汽车
产业协会2020年度会员
大会，并邀请了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中国生产力促
进中心协会行业专家做专
题报告。

会上，中国生产力促
进中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羽作了《中国智能汽车
产业发展与关键要素研
究》专题报告。他对智能
汽车产业结构的关键要素
即：人、车、路三方面做了
详细的分析，提出智能汽
车产业发展的解决之道是
创造条件，让部分“人”先
富起来,让部分车先试起
来，让部分场景先应用起
来，让车联网提供的辅助
驾驶先应用起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做了
《2020 汽车市场回顾和
2021汽车市场预测》专题
报告。他分析了2020年

汽车行业的发展形势，并
通 过 运 用 SARIMA 模
型、指数平滑模型、NAR
神经网络模型对2021年
汽车行业市场预测：2021
年汽车总销量约为 2630
万辆，同比增长 4%。其
中，乘用车 2020 年 2020
万辆，同比下降 6.0%；预
测 2021 年 2170 万辆，同
比 增 长 7.5% 。 商 用 车
2020年510万辆，同比增
18.0%；预测 2021 年 460
万辆，同比下降 10.0%。
新能源汽车 2020 年 130
万辆，同比增长 8.0%；预
测2021年180万辆，同比
增长40.0%。

市发改委、市工信
局、市商务局、市应急管
理局、市科协、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等相关部门领
导以及友好协会、媒体及
协会会员代表等出席会
议。会上对2020年度先
进会员单位等进行表彰、
颁奖。

最近一段时间，海航设计软装
部经理戴媛媛有点忙碌，因为除了
日常工作，一些老业主也会时不时

地向她咨询，家里怎样拾掇才更有
新年感？

以前很多家庭通过购置大件家
具给家里增添过年的喜庆，现在越来
越多人喜欢靠改变小件设施来扮家，
或者整体调整布局，让家里焕然一
新。消费者的理念发生着改变，扮家
过新年逐渐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在购置家居年货的消费者中，
很大部分都是为了赶在春节前搬进
新居过年的新购房者。这些人一般
采购量都比较大，往往一次性购买

成套软装饰品，包括床、窗帘、装饰
画等，这类消费者大概占比达七
成。此外，为迎接春节选购部分家
具新品的市民也挺多，这部分市民
购买家居饰品以为家里增添过年的
气氛为主。

“现在每天到店咨询的客户都
很多。”刘娟软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般家里装修有十年以上的客户，
家里软装饰品相对来说已比较陈旧，
咨询窗帘装饰画比较多，他们希望年
前把这部分软装布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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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好的房子不必大动干戈

添些软装，让你的家新春焕然一新
眼看着春节就要来临，很多市

民在操办年货的同时，也会关注起
家里的软装，希望通过一番精心装
扮，让家里焕然一新迎接新的一
年。记者从我市一些软装公司和
家居卖场了解到，市民越来越注重
家居软装环境。不同风格的家居
饰品和绿植，确实可以带给人们不
同的视觉感受并起到渲染氛围的
作用。在家居饰品中，抱枕、窗帘
等布艺都是软装的重点。为了新
年装饰家里，不同人群追求的效果
并不一样，年轻人追求时尚和高级
感更多一点。

1、使用红色来营造喜庆的氛围
说到新年，说到喜庆，估计大

家联想到的都会是红色。红色代
表喜庆，在春节随处都可见到。
运用不同的红色，把客厅打扮得
明亮、喜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扩
张感与醒目的感觉，也容易引发

兴奋、激动的情绪。
2、为家具“穿新衣”
过年了，穿新衣是必要的，而

对于一些家具也可以为其穿上新
衣。比如家里的布艺沙发，可以
换上一套红火的沙发套，其它可
以换的也可以根据情况换掉。这

些都是能烘托节日
气氛的。

3、新年的摆设
除了为家具换

上新衣，给家居换几
样新的摆设也是个好
办法，不过这很考验
人的搭配能力，因为
家里的风格也决定着
节日家居换装时要选
择什么样的摆设，细
节上的装饰需要迎合

整个家居的环境。注意风格统一，
细节装饰才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
用。

比如一些书画、壁挂、雕刻、
器具等，还有就是具有中国元素
的饰品，中国画、书法、剪纸等。

4、花艺少不了
过年逛花市是很多人都喜欢

的。每当过年，人们都特别喜欢
用花卉来装点家居环境。花卉虽
美，也少不了一个精美的花器，具
有创意的造型还有细节的装饰，
都可以使得整个花卉更有韵味。
因此，鲜花与绿色植物都是营造
温馨氛围的好帮手。

鲜花比较难打理，很多人会
选择仿真花艺饰品或者干花，不
用担心季节与时间的限制，也会
有令人出乎意料的效果。

过 年 居 家 装 饰 小 贴 士

市汽车产业协会召开
汽车产业联席会
预测2021年全国汽车总销量
约为2630万辆

蔚来发布首款
自动驾驶车型ET7
预付订金5000元，
2022年第一季度起逐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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