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龚 敏 排版：李元钰 校对：侯 焰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家装B02

家装课堂

家装会员
理事单位

正升装饰
地址：人民南路29号（中天吉麦隆向南200米）
电话：0523-84366988

华浔品味装饰
地址：人民南路（光芒大厦东对面）
电话：0523-84931255

广东春满人间装饰
地址：靖江市渔婆南路凤凰城13号
电话：0523-84890068

上海佳运装潢

地址：人民中路（人社局对面）

咨询电话：0523-84868670

企业文化

华浔品味装饰：

规范施工让品质无可挑剔

春满人间装饰

工地巡检成常态化

正升装饰：

内外兼修，品质护航

行业快讯

上海佳运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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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家装风格演绎出
不同的居家感受，蕴含着各异
的生活乐趣。有人喜欢巴黎
的浪漫风情，有人喜欢东南亚
的异域风情，大家对于家装也
是各有所爱。

华浔品味装饰靖江公司
设计师叶娟介绍，时下除了较
流行的极简风格、新中式风格
外，时下设计师们也倡导另一
种“没有风格的风格”，那就是
舒适。

叶娟认为，对设计师来
说，没有最好的家装设计，只
有最适合的。最适合生活习
惯的就是最得体、最舒适的家
装风格。无论哪种风格，家装
都应该是以人的生活方式为
主导。“我总是倾向于为客户
提供比较舒适的方案，简约、
清爽而自然，在设计中，我会
摈弃很多繁琐的装饰，力求让
生活回归到舒适纯粹的感觉，
和当下年轻人对于简单生活
的向往不谋而合。”叶娟告诉
记者。

叶娟强调，对于业主来
说，仁者见仁，每个人的想法
和喜好度都不一样。作为设
计师，她给出了一些建议，可
以让家变得更舒适。

第一点要遵循生活需
求。“家”本质上来讲是人们的
生活起居空间，而非光鲜的包
装产品。叶娟在设计前的沟
通中，总是会跟客户强调，家
装过程中切勿只考虑好看而
忘记了好用。“在家装之前细
致考虑下之前所住的房子有
什么缺点，并仔细打量毛坯
房，考虑每个角落的用途。家
装做到舒适一定是需要细致
地思考一番的，切不可只在网
上看到好看的案例便草草应
用。”叶娟告诉记者。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方便
清洁。家是住处，需要家庭成
员悉心维护，日常的维护便是
清洁。叶娟在工作时经常会
遇到一些喜欢做大面积开放
式橱柜的客户，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在网上见到各种相关的
案例图，觉得非常动心，就想

要做了。而每当此时，叶娟都
会告知开放式橱柜日后的清
洁问题十分麻烦，要是想要作
为展示，务必加装玻璃柜门，
不然展品架上不久就积着一
堆灰。

第三点要尽可能考虑未
来的生活需求。很多人感同
身受的一点是，人们在家中
生活，空间中的物品总是随
着时间的迁移而越来越多。
所以家装设计的时候需要有
一定的前瞻性，考虑日后东
西越来越多时的收纳问题，
如今二胎开放了也要考虑预
留一点将来孩子的生活空
间，那未来生活的舒适度将
大大提高。

（龚敏）

上海佳运装潢公司入
驻靖江 17年以来，在引领
家居时尚潮流的同时，更是
坚守正规诚信家装，铸匠心
工程。“如何让客户住得安
全，住得放心，是我们 17年
来不断思考的问题。”上海
佳运装潢靖江公司总经理
花茂华表示。

为此，佳运开展了独具
特色的不定期回访工作，解
决了所有业主的困惑，满足
了客户的需求。不少业主
也对其工程品质、服务态
度、材料品质赞不绝口。

记者跟随佳运装潢服
务团队参加了一次售后回
访活动。在回访中，业主们
都表达了对佳运的满意。

碧桂园二期的钱先生
说：“他很庆幸选择了佳运
装修。刚接触时心想，虽然
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但还是

很担心佳运的装修效果和
质量。后来，再通过参观佳
运公司的样板房后，对该公
司的施工质量很满意。”在
实际装修过程中，钱先生验
证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施工环节中，钱先生
看了邻居家的装修，发现自
己家的施工工艺是非常创
新实用的，比如室内用电配
置采用双极空气开关，主要
回路单独带漏电保护器，新
旧墙相结合的地方进行特
殊工艺的处理，还有吊顶L
型转角防开裂技术。

在回访结束时，佳运装
潢的工作人员还会特意告
诉每位业主，公司的服务宗
旨是“终生保障”，免去客户
的后顾之忧。一旦有服务
需要，请直接拨打公司服务
部电话，公司将立即指派专
业人员上门解决问题。

13年品质沉淀，见证品
牌实力。华浔品味装饰靖
江公司自2008年成立以来，
一直以高品质执行标准，层
层把关、严格管理，把每一
个工地都按照样板间要求
去做。

坚持客户至上，服务为
王，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去装修，组建庞大的工程团
队：产业技术工人 20000+，
工程管家 5000+，专家型质
检团队 200+，华浔品味装
饰这些年一直是这样做的。

华浔品味装饰靖江公
司总经理聂太国承诺：所
有工程决不转包，并以“粤
派精工”为指导标准，实行
全国统一工艺及品质检测

标准；建立严格的施工规
范、施工标准、品质管理体
系，专业工程管家定期巡
查，实行一工程一管家制；
九重质检体系，品质层层
把关。

而在施工方面，华浔
不断精研技艺，不仅通过
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获得了国家工程施工
二级资质证书，还取得了
10 余项工艺技术国家专
利。这些年，华浔一直推
动着中国家装行业施工标
准工艺的发展，出版了 10
余部工程施工标准专著，
还受邀参与编写家装行业
工程施工指导类书籍《住
宅装饰装修一本通》。 2021年是春满人间装饰公司入驻靖江的第

14个年头，为了将每一个工地都能够完美地交
到业主的手中，公司总经理张治华提出，对工地
质量标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每个工地
现场进行检查、监督，并且对每个工地进行评分
比较后再给予奖赏和处罚。

近日，张治华和公司工程监理分别对中梁
壹号正在施工的3个项目进行了检查，严格按照
公司施工标准检查每一处细节，不达标的地方
立即整改，并面向所有业主全程公示巡检结果。

当天的整个巡检过程都有着高规范。水电
施工要求更换配电箱，每个回路安装单独漏保，
三相电必须带过压保护器，防止电压过高，烧毁
电器，采用双极空开更安全可靠；强弱电交会处
用铝箔包扎屏蔽，避免强弱电之间互相干扰，
水、电管用排卡固定，使水泥浆能渗透到线管间
隙中，防止地砖施工时产生空鼓。

而在施工工艺方面，更是精益求精。卫生
间马桶移位均采用移位专用扁管和内插式专用
下水移位，避免为了马桶移位而影响地面高度，
让下水更顺畅；贴墙砖背胶、点挂工艺，防止墙
砖空鼓、脱落；吊顶转角采用L型封板工艺，防止
石膏板裂缝；油漆墙面采用网格布防止龟裂；阴
阳角采用角线施工防止碰撞损伤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家装已经不仅是千篇一
律的重复工程，而是直接关系到日常生活的质
量，关系到自己的安全、健康、效率、舒适度等。
1000个家庭就有 1000种生活方式，正升装饰为
了不断满足靖江人的生活梦想而存在。

2021年已是正升装饰成立的第 19个年头，
作为靖江的一家老牌家装企业，它用自己的实
力向行业和消费者证明了其品牌的“含金量”以
及良好的口碑。正如正升装饰公司总经理李亚
锋所说，如果说靠投机取巧可以让一个企业生
存1年，或者更长一点，那么当一个企业存活19
年时，就说明这家企业的底气十足。

自 2003年起，正升装饰以其独特的理念和
骄人的业绩，成为靖江家装业的楷模。2008年
全面提出了“用心装饰靖江”的服务理念，专注
内力提升，以创意设计和工程研发双线并进，全
面锻造正升品质。从2014年睿博高端设计中心
成立，到2019年上线的“好享淘”云装修平台，再
到 2020年平台上线的云设计，为靖江消费者带
来最新潮流的创意设计与施工保障。

另一方面，正升装饰坚信工程品质就是企
业发展的生命线。从工艺技法到创新材料运
用，结合工程管理全程服务与全程监管相结合
的服务体系，让装修真正做到“内外兼修”，不断
推动行业工程标准提升。

靖江市新生港务有限公司拟在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七圩闸西首建
设货物装卸、仓储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规定，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纸质版查阅方式途径
1.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9s4yOX7igjGuwwIsTrofA（提取

码：iog2）
2.纸质版查阅方式途径
建设单位地址：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七圩闸西首
联 系 方 式：洪女士/13921730981
电 子 邮 件：351950426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该项目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与途径
公示期内，公众通过信函、电邮等方式提出意见给建设单位，并提供有

效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

发布单位：靖江市新生港务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21年1月20日

靖江市新生港务有限公司货物装卸、仓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