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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新都百货

部分女装 3折起

炎热的夏季正在慢慢过去，早晚

也开始逐渐凉爽起来，这样的天气，

对于家里装修的朋友们来说，正是购

买家居建材的好时机，而永逸家居当

然不会让你失望，多个品牌活动也在

这个时候悄悄来临，惊不惊喜，意不

意外！

惠达卫浴——
8.19免单日

惠达卫浴 35 周年感恩大促，礼

品、优惠等你拿。

订单满 3000 元交全款，可获得

35 周年专供大冲力马桶 599 元明星

签售资格

满 5000 元以上，购买定制淋浴房

第一平米 1 元起

活动当日，还有工厂直供产品半

价抢购

交全款并在官方微信录入订单，

即可参加抽奖，奖金总值破百万

预交全款，每消费满 3000 元就可

获得一次砸金蛋的机会，6000 元两

次，以此类推

活动时间：7月 12日—8月 19日

怡口净水——
厂家百万现金回馈

怡口净水器为回馈广大新老顾

客，500 台车载空气净化器、5000 份

神秘礼品、2000 床空调被、1000000 元

返现统统送。

预存 100 元，最高升值 1000 元

参加试喝体验活动可领取精美

礼品一份，微信转发并集满 88 个赞，

加送空调被一床

下定客户可享受工厂的补贴健

康价，还可额外领取百万家电大奖

订单满 3000 元以上，任意五户即

可“拼购”送车载空气净化器一台

活动时间：8月 10日—8月 27日

顶固衣柜——
15周年活动庆

顶固集团是一家一站式家居整

体服务企业，旗下拥有衣柜、门业、

五金三大家居建材品类，技术创新，

精良品质，向消费者提供 24 小时的

的优质服务，这次永逸家居的顶固衣

柜为迎接 15 周岁，6888 元起，等你来

选。

活动时间：8月 26日

德尔地板——
重装开业，钜惠遂宁

德尔地板强势入驻永逸家居，优

惠不断，厂家、商家、商场三方让利

大促销，让你一次性享受全年最大的

折扣，进店就有礼，下订更是送不

停。

交 3000 元送好神拖

交 5000 元送好神拖+电子称

交 10000 元送好神拖+实木椅子

定无醛添加满 50㎡，送摇摆机一

个

活动时间：10月 8日

以上几个品牌只是冰山一角，还

有更多的品牌活动尽在永逸家居，除

了可以购买成品家具、全屋定制以及

办公家具等，同时还可以享受永逸家

居 30 天无理由退货、先行赔付、统一

收银以及买贵 3 倍返差的四大服务

承诺。

永逸家居百万钜惠
掀翻底价 席卷全城

广告

秋季装修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

在秋季装修中市民又该注意些什么

呢？有着多年装修经验，家住市城区

天峰街的装修工潘师傅给记者讲述了

秋季装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希

望提醒广大市民在家装过程中注意到

这些细节，从而保证装修工作的圆满。

“壁纸要保湿以防变形，木质材

料要尽量封油，装修材料的防火防

爆很重要。”潘师傅介绍，新房的墙

面装修，秋季的温度和湿度都很适

合，特别是刮腻子、刷漆、石膏找平

等。一般在新房装修时都会进行墙

面刮腻子，但值得注意的是墙面刮

腻子不能靠温度烘干，而是要靠风自

然吹干，所以腻子一定要刮得非常

薄。这样墙面的腻子和油漆干透了

才不会开裂，减少未来反复维修的麻

烦。如今，业主们比较青睐花色繁多

的壁纸，但是很多业主并不了解壁纸

的特性，使得壁纸在秋季铺贴之后出

现变形的问题。由于秋季气候相对

干燥，壁纸、壁布在铺贴前一定要先

放在水中浸透“补水”，然后再刷胶铺

贴。铺好后，不能像夏季一样大开门

窗让墙面迅速干透，而是需要让贴好

壁纸、壁布的墙面自然阴干，这样才

能保证壁纸不变形。

对于新房装修，木材所占的比

重是非常大的。不少市民不但铺设

木地板，而且还倾向于打造一些木

质壁橱，并在一些边角处用木料做

装饰，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美观。

秋天天气凉爽、空气干燥，木材不会

返潮，油漆涂料也比较容易干，极适

合进行木料装饰的加工。记者了解

到，由于新房装修木料对水分要求

较高，所以装修时市民们要格外注

意木材的含水量是否合适。如果木

材中含水量太低，会给新房装修带

来相应的麻烦。为了保证木材中的

水分不散发，市民不要将运抵现场

的木材放置在通风处，要对价值较

高的木料进行封油处理，否则木料

表面会因水分迅速流失而出现细小

裂纹。用作收边的木线，含水率比

饰面板高，在加工完成后，也要尽快

将表面封油，如果木线内的水分丢

失，木线会出现收缩现象，很可能影

响到装饰面板的外观。

关于新房装修材料中的木质材

料、油漆涂料等，都是属于易燃物

品。到了秋季，木质材料因为气候原

因更加干燥，而漆料本身以及漆料的

稀释剂、漆料所含的橡胶水等化工剂

料也都是易燃物品。对于这些易燃

建材的存放需要格外注意，新房装修

建材需要分开存放在不同的房间

里 ，或 者 同 一 房 间 的 不 同 角 落 。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建材脱水、易燃建材着火、壁纸变形

秋季装修新房你要注意这些

每年秋季
都是“装修热”，
带动家居市场
迎来高峰，金九
银十几乎成为
商家与消费者
集体狂欢的约
定。秋季新房
装修有诸多好
处，比如因为气
候干燥，木质板
材不易返潮，涂
料、油漆容易晾
干等。在新房
装修过程中，业
主们要特别注
意一些新房装
修问题，尤其是
因秋季干燥造
成的建材脱水、
干裂，同时也要
防止易燃建材
着火。日前，记
者就这些问题
进行了走访，为
广大即将进行
装修的市民支
招。

为什么家装市场上都有“金九

银十”的说法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我

市某装饰负责人苟格。“秋季装修的

好处主要有 3 点，秋季装修之后的质

量较为稳定，而且秋季装修效率较高

以及秋季装修优惠多。”苟格说。

据苟格介绍，由于秋季的温度

适宜，不像夏季那样高温潮湿，也不

像冬季那样低温严寒，那样会对建

筑材料造成影响。而秋季气温比较

适宜，白天可以通风散发装修材料

中的有害气体，所以装修之后的质

量也比较稳定。其次，人们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与气候的变化有着紧密

的关系。比如，炎热的夏季，人们比

较容易浮躁不容易静下心来，这样

的天气去选购材料经常会因为天气

而考虑不周全。而秋季的气候宜

人，精力充沛，在这种环境下去选购

材料，效率就会高很多。所以，选择

秋季装修的家庭数不胜数。

此外，秋季装修市场的各项优

惠活动较多，众多商家都会抓住这

个旺季进行各种促销活动。

细数秋季家装的好处

秋季家装要注意的事项

近日，建行船山支行柜台正有

条不紊的办理业务。当时，在大厅里

值班的客户经理黄玉洁接待了一位

办理开户业务的客户。黄玉洁把客

户引领到智慧柜员机旁，在进行简单

的询问之后，开始了例行的身份核

查。

由于客户的身份证地址为广东

省，而客户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口

音，黄玉洁顿时提高了警惕。在比对

身份证证件信息时，她发现客户本人

与身份证上照片不大相似，于是询问

客户是否带有其他证件，客户表示只

带了身份证，未带其他证件。黄玉洁

又问客户是哪里人，身份证号码多

少，虽然客户都能流利答出，但她心

中仍有疑虑，又继续问客户在哪里上

班，客户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在黄

玉洁的再三询问下，客户终于承认自

己是冒名开户，并非本人办理业务。

黄玉洁成功地拦截了一起冒名

开户事件的发生，规避了风险。黄玉

洁说：“我们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一

定 要 随 时 提 高 警 惕 ，做 好 风 险 把

控！”

(全媒体记者 陈颖)

建行船山支行成功拦截一起冒名开户事件

遂宁新都百货可以说是每次去都

让人有惊喜的地方，商场现有出游季

活动即将进入尾声，而秋装上市已把秋

天带进了商场。虽然是秋装上新季了，

但是各类品牌的折扣还是不少的，本

周，遂宁新都百货女装折扣再创新低，

部分品牌女装更推出全场 3折起。

据了解，随着秋装的全面上市，

夏装的出清优惠也逐渐进入高峰期，

本周遂宁新都百货女装折扣颇具看

点，音儿、恩裳、诗篇三大女装品牌

全场 3—8 折；雅莹女装夏装 7.8 折，

部分 6 折；鸢娜尔女装全场夏装 6.8
折；Puella、candie ’s 秋装上市，夏装

部分 5 折；ONLY、VEROMOD 秋装上

市 ，夏 装 5 折 ；Mind Bridge 秋 装 上

市，夏装部分 6 折；JUCY JUDY 秋装

上市，夏装部分三件 6 折；百家好秋

装上市，夏装部分 6 折；Lagogo 夏装

部分 5 折；淑女屋和碧淑黛芙全场反

季大促销，低至 3 折。

（遂宁新都百货女装更多折扣

信息可至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音
儿
女
装

商场品类多
学习用品受欢迎

据了解，我市许多学校 8 月中

旬就已经开始召集教师回校培训，

为新学期作准备，而部分高中已拉

开了新学期的序幕，大学生们也陆

续出发开启了全新的学业时代。据

介绍，虽然我市各大商场纷纷以开

学为契机筹备活动，但摩尔春天百

货本周率先启动以开学为主题的促

销活动，各类文具、笔记本、电子类

学习产品等均在举行降价打折、购

买赠礼等优惠促销活动。

“近段时间前来购买文具的市

民明显增多，一般买简装文具的顾

客都是给自己小孩用的，而作为开

学礼物通常会选择购买文具礼盒套

装，既好看又实用。”据摩尔春天百

货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文具的

销售量大幅增加，主要顾客是中小

学生，并大多由家长陪同购买。 16
日，记者在摩尔春天百货商场看到，

无论是大到拉杆书包、文具礼盒，小

到钢笔等学习用品都被摆在了商场

显眼的位置。为方便学生和家长选

购，超市还贴出各种醒目的促销标

识，推出不同幅度的优惠活动，一些

孩子正跟着父母前往店内选购所需

用品。

感恩开学季
特大促销回馈学子

“今年商场的开学季主题活动，

仍是以学习用品、运动服饰等品类

的商品为主，消费者的关注度和购

买量也很高。”商场专柜相关负责人

介绍。而商场的旅行者箱包、背包、

运动服饰和学习用品的销量也在近

日有了很大的突破。

据了解，摩尔春天百货带着满

满的诚意为学生开学献礼，各专柜

也给出了大力度的活动支持。在

8.18 日-31 日期间，凡持小升初、中

考、高考准考证的学生，全场累计购

物满 499 元及以上即可在 5F 总服务

台领取“毕加索钢笔”一支（日限 100
名）；同时 1-5 楼各专柜还有“开学

季”精选商品特推一口价活动；高考

学子还可凭清华、北大录取通知书

至 4F 圣大保罗包专柜免费领取价

值 1450 元 PC 拉 杆 箱 一 个（指 定

款）。考生持大学录取通知书至一

楼的卡丹路、帕莎妮、沙驰包和 4 楼

的沙驰、圣大保罗、皇冠包选购商品

可享受 8.8-9 折优惠。

备战开学季
秋品上新优惠多

愉快暑期即将结束，又正值夏

秋转换之际，摩尔春天百货也在此

时进行夏出清、秋品上新促销活动，

不仅有商场内各大品牌的清仓折

扣，还有丰富的满额送活动。立秋

已过，但秋老虎仍旧俳徊未走，摩尔

春天百货商场的秋装却已华丽登

场，新学期放飞新梦想，必然要有新

气象，不少学生都已经开始储备新

衣裳。新上市的秋装也借力促销，

部分商品 5—9 折的优惠着实吸引

了不少学生和家长。

在摩尔春天百货商场的 Adidas
生活、NIKE 生活等运动鞋服专柜，

记者看到，折扣在 5 折起、6—8 折

等，专柜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打折

的品牌运动鞋有一部分是刚上市的

最新款，优惠也是冲着开学季来的，

平时店里不可能给出这么大的折

扣。另一家主打休闲服饰的品牌专

卖店人气也是相当火，部分新款已

经卖断了号。

备战开学季，在刚刚上市的秋

款鞋服中，Nike 生活和阿迪生活也

给出了很大让利，柜台上凡是贴有

促销标签的鞋子全部享受 5—8 折

的优惠价。

（摩尔春天百货开学季更多折

扣活动可至商场各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摩尔春天百货备战开学季

回馈学子大促销
即将进入八月

下旬，暑假马上就要
结束了，面临新学
期，不少家长学生都
开始筹划着为新学
期 备 下 一 套 新 装
备。记者了解到，遂
宁摩尔春天也在本
周启动了以“开学”
为主题的开学季促
销活动，商场各类文
具、箱包、鞋服等都
在通过降价打折、购
买赠礼等方式向学
子们献礼。此外，商
场正火热进行的夏
季清仓、秋品上新、
畅游世界等活动，也
成为假期末的购物
狂欢。

皇冠箱包

NIKE 生活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