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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日历刚刚翻开不久，
地板行业的十一促销大战已经
进入白热化。受市场景气下行和
销售压力的双重影响，“以价换
量”依然是地板市场竞争的主要
策略，除礼品赠送、签售优惠外，
“工厂直供” 成为了最实在的让
利方式。继圣象地板启动18周年
工厂直供会后，十一期间，生活
家地板也将推出百款产品大促
销， 启动以“终极利量 疯抢工
厂”为主题的工厂团购活动。

据生活家地板相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参与生活家工厂团购的
产品超过100款，基本覆盖目前市
场上主流的地板品类和花色，其
中包括2013生活家时尚新作威尼
斯系列。 威尼斯系列由意大利国
宝级设计大师亚历山德罗·门迪
尼领衔设计， 在设计和工艺上都
极为考究， 同时选用珍贵木材作
为木质部分基础， 分别镶嵌特别
定制的西班牙进口瓷片和风格恣
意浓烈的琉璃三彩， 是生活家
2013年度时尚地板的代表作。

另外，此次工厂团购也将整

合生活家全新上市的木门系列，
共同以工厂直供价冲击十一黄金
周。除木门外，生活家还将联合瓷
砖、衣柜等品类的一线品牌构建促
销联盟， 实行联盟内家居产品连
锁优惠策略， 为家居消费者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 省去了逐个品
类、品牌砍价的麻烦，同时，百款产
品和数个品类的搭配组合， 也将
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于风格和价
格的需求。消费者只需花50元提
前预约工厂团购名额，即可享受
现场的系列优惠。 ■记者 张丹

家电也能出厂价？

近年来，随着价格战的洗
礼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家电行
业进入微利时代早已是不争
的事实， 很难出现大幅度降
价。 为了配合此次世博会，三
星家电将推出60余款特价产
品，三大系列套餐最大优惠幅
度达50%，单项商品最高直减
4000元，力度之大实属罕见。

三星家电负责人表示，系
列优惠政策均由厂家直接给
予支持，且只在万家丽旗舰店
独家实行，没有中介商与二级
代理商，省去中间环节，大大
削减了渠道成本，因而能一步
到位让利于民。

在此次世博会上，三星家
电经厂家特批在万家丽一楼
大厅增设新展区，进一步扩充
产品型号与种类。其产品系列
由原有的彩冰洗三大系列的
30多种型号产品增加至60多
种，且采用时尚热销款与传统
产品相结合的方式布展，每一
个型号代表一个系列，且均有
特价款产品供应。产品全面覆

盖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消费
阶层。

全场优惠同步参与

除特惠套餐和特价单品
外， 购买三星产品的消费者，
还可获得精美礼品，并享受到
万家丽的全场优惠， 比如金
条、现金大抽奖活动。据悉，世
博会期间，凡在万家丽购物的
顾客凭当天购物凭证都可参
与21日20：30举办的抽奖活
动，没有消费金额限制。活动
将设置一等奖5名， 各奖金条
一根； 二等奖10名， 各奖现金
2000元； 三等奖 20名，各奖现
金1000元。

除此之外，购买三星产品
的消费者还可以参加市场自8
月18日至10月7日期间， 在万
家丽“保证全市最低价”的基
础上举办的“你购物、我买单”
购物中奖活动，最高可获30万
元以下单项商品购物款全额
返还。

■记者 张丹

中秋假期，逛湖南家居建材世博会去
套餐最高优惠50%��三星家电数十款产品零利润销售

1天，湖南14市州、圣象地
板百家门店共同发力，逾6000
人云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共
享一场盛宴；1天，总裁亲临现
场， 带来数十万平方米工厂直
销品， 超千万元巨幅让利。9月
14日，圣象地板18周年工厂直
供会长沙站以逾6000人到场、
现场成交近数千单的成绩圆满
收官，为18周年庆交上完美答
卷。

活动当天， 圣象集团携手
湖南分公司斥资千万， 全场折
扣18年最低，实木、强化地板、
木门全线产品极限折扣， 还有
48元/㎡、68元/㎡、78元/㎡的
庆典地板限量特供， 最高让利
幅度高达60%。 现场交款可享
集团现金补贴，还有总裁红包、
超值大礼包和砸金蛋中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圣象地板2013
年最新研发的“东方釉”多层实
木地板也在直供会上亮相，受
到了消费者的肯定和欢迎。

参加本次活动的业主来自
长沙、株洲、常德、娄底等地及
其周边城市， 均为提前在当地
专卖店购买活动“认购书”的意
向客户。 各地人流乘大巴分批

次到达， 每个批次的客户抢购
时间仅为两个小时， 很多消费
者都是在门店提前选好了产
品，现场看了价格直接下单。尽
管安排了百余名导购和11台
POS机， 但每个收银台前仍然
排起了长龙。

成立18年来，圣象地板以
其“专业品质，值得信赖”的核
心价值和“用爱承载”的品牌理
念，连续17年获得地板类产品
销售冠军， 成为600万用户的
优选品牌， 足迹遍布五大洲的
33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更
是依托自身在家居建材领域的
销售渠道以及绿色产业链，向
标准化木门和整体衣柜等关联
产业延伸。

“活动的成功是对圣象18
年来不懈努力的肯定。”圣象地
板湖南公司负责人对活动表示
了满意。他说，如今消费者买家
居建材，不仅要看价格，更要看
品质和绿色环保， 圣象打造这
场活动的目的， 就在于让更多
消费者以更实在的价格， 成为
“绿色消费”的主人，享受圣象
地板所带来的高品质居家体
验。 ■记者 张丹

对于家居行业而言，9月的
开始，意味着一年中最为关键的
销售季已经到来。尽管现在越来
越多的业内人士已经不屑再提
“金九银十”，认为当下的市场早
已没了淡旺之分，但在这个暑气
渐消、天高云淡的季节里，商家
们或许仍然在心中默默期待着
“金九银十”的回归。

9月开篇不久， 湖南家居行
业的烽烟已然浓厚，“工厂价、满
再减、折上折、店庆惠……”，各
种形式的促销大战，将原本不温
不火的湖南家居行业带入盛惠
狂欢节奏。

“9月初还没什么感觉，市场
甚至比往年还冷一点，一进入中
旬，大家都开始做活动，卖场和
门店的人就慢慢多起来了”，马
王堆东鹏旗舰店一名促销员告
诉记者。

九月不冲刺，十月徒伤悲

“不在9月冲刺一把，十一
长假恐怕会很被动”， 圣象地
板湖南公司负责人分析，在经
历了持续的市场低迷之后，今
年的十一市场可能是一个分
水岭，一些中小企业如果不能
利用这个机会消化库存，可能

会因资金链断裂直接出局。这
导致家居建材行业的十一促
销大战比往年至少提前了半
个月。

在上周末举办的18周年庆
工厂直供会上，圣象地板再传捷
报，14市州消费力集中在一时一
地引爆， 以逾6000人到场的成
绩，再次续写“一个品牌打造一
场家博会的人气”的辉煌。

“与去年9月相比，圣象湖南
分公司的销售额同期增长30%
以上，有这个成绩，工厂直供会
应该说功不可没。” 该负责人表
示。

相比圣象地板的单品牌作
战， 卖场营销大战的肃杀之气
更浓。 万家丽家居建材广场的
“首届家居建材世博会”、喜盈门
建材家具广场的“两大品类全额
免单”、 井湾子家居广场的双节
大促……都将在中秋假期纷纷
上演。

有了促销大战的拉动，各大
家居卖场客流量明显多于往常。
9月14日，“半价日” 活动为欧亚
达家居长沙高桥店带来了人气
小高潮，据统计，仅半价日当天
就有近3000人涌入欧亚达，现
场成交额突破800万，预计后期
拉动销售500万。

刚需催热行业升温

8月底，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
司、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共同
发布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
（BHI），指数显示，本应是建材家
居市场销售淡季的7月份，人气指
数、购买力指数、销售能力指数、就
业率指数及出租率指数均超过6
月， 连续上涨的住宅价格不断刺
激着房地产刚需提前释放， 带来
了一个装修的小高潮， 加上刚需
对房产涨价预期再次加强， 或许
将为后市带来冲刺式的释放。

在好日子灯饰董事长蔡红
军看来， 尽管跟去年同期相比，
上半年湖南灯饰行业的销售状
况并不理想，“下滑保守估计在
20%以上，但灯饰属于家装链条
的最后环节，真正的消费旺季还
没来临。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感
受， 市场确实从8月开始就有回
温的趋势，但属于慢热型。直到9
月中旬，气候才明显不同。商家
都选在这个时期做活动，上游房
地产也集中在九十月推盘交房，
刚需得到明显的释放，两者共同
作用，加速了市场的升温。因此
我对后市仍然很有信心”， 蔡红
军表示。

■记者 张丹

市场先冷后热“金九”成色渐足
促销大战慢热启动家居行业 稳步攀升好过“昙花式”上涨

圣象地板18周年工厂直供会圆满收官

生活家百款产品大战十一黄金周

9月20日—21日， 湖南首届家居建材世博会将在万家丽家居
建材广场举办， 届时将有逾千家工厂火力集结，40万款商品贴上
世博会特价标签，以出厂价直供惠民。为了保证“工厂直供”的真
实性，近日，韩国三星、美国通用、德国威能、美国怡口净水、日本
TOTO等世界一线大牌厂商负责人集体赴长，在承诺墙上按下指
印，宣誓全力参与此次世博会，场内商品均将以出厂价销售。

三星综合旗舰店彩冰洗一站式购齐的模式深受消费者欢迎。

圣象地板工厂直供会现场人气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