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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新浪财经、乐居、中房研

协、上海证券报和中国企业家联合主

办的“2017 中国地产、家居、物业经理

人“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本次评选

首次聚焦房产、家居和物业三大行业，

吸引全国 98 座城市 1083 名地产、家居

和物业公司的领导人及高管参与。通

过知名度、战略视野、管理力、领导力

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就个人价值与

社会贡献作出综合评估。最终，业之

峰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钧荣耀上榜“2017
中国家居十大人物”。

被誉为家装行业“小诸葛”的张钧，

是最早一批开拓中国家装市场的创业

者，一次次的创新引领着家装行业的

变革。用业之峰装饰 20 年的发展时

间 ，见 证 了 中 国 家 装 企 业 发 展 的 历

程。是他，带领业之峰人打破行规创

立“五零工程”（零污染、零假货、零增

项、零延迟和零首付）成为行业典范，

见证了家装新革命。是他，带领的业

之峰团队一鼓作气发布三款整装产

品：品德装饰、全包圆装饰和诺华环保

整装升级产品。在整装时代，业之峰

像卖汽车一样卖装修，通过去中间化，

整合上下游的产业链，为消费者提供

高性价比、一站式、所见即所得的装修

服务，而业之峰也要从撮合平台向买手

制进化。是他，带领业之峰装饰公司从

单一品类逐步发展成为“六箭齐发”装

饰集团。“六箭”分别指六个业之峰子品

牌所代表的业务领域：汇巢、峰格汇、诺

华整装、全包圆装饰，品德装饰和公装。

2018 年已经开启，业之峰装饰集

团将以更环保的高端装饰，继续发扬

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企业

精神，续写中国绿色环保家装的新篇

章。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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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春天百货
集团20周年庆为新春预热

今年的新春，刚好迎来瑞泽集

团 20 周年庆典活动的举行，瑞泽集

团旗下摩尔春天百货怎能没有大动

作？据了解，瑞泽集团的 20 周年庆

典，其旗下地产、百货产业将联合推

出优惠活动。

从 1 月 19 日起，摩尔春天百货

推出冬装商品低至 4 折，2018 年春

节新品 8 折起，可谓上新即打折。

同时化妆品单柜累计满 200 元送 50
元产品，黄金每克减 40 元，镶嵌类

商 品 满 1000 元 省 150 元 、200 元 不

等。购物还可享受瑞泽集团 20 周

年庆典的礼品一份。活动期间，凡

在摩尔春天百货 1—5 楼百货类累

计 购 物 满 1997 元（特 别 类 满 5997
元）及以上，即可至 5 楼总服务领取

“富贵花开 8 头餐具”一套。除了以

上优惠活动，在集团公司独资指定楼

盘，瑞泽业主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代领人须持业主及代领人有效身份

证）至摩尔春天百货 5 楼服务台领取

集团 20 周年庆典超值礼包一份。

万达广场
火热氛围迎狗年

外部有风情、内部有风景，颜值

已经成为新零售时代商家吸引顾

客 ，特 别 是 年 轻 消 费 者 的 重 要 利

器。万达广场围绕春节主题，对商

场进行了创新布置，开展了大型景

观展示等活动。 1 月 26 日将推出

“爱在万达，红过新年”的新春促销

活动，同时商场内各大品牌均亮出

了不同力度的折扣活动，服饰、珠

宝、餐饮、家居家电、通信等品牌店

宣传亮点频现。

1 月 19 日，苏宁万达店率先推

出了新春促销的第一波，超级团购

日活动开启，进店前 300 名顾客即

送新的福袋大礼包，购物发票可抽

1999 元名单大奖，更多特价商品和

优惠活动将在现场呈现。在 1 月的

每个周末，万达广场内品牌珠宝店

黄金工费 5 折，一口价 1000 元省 100
元，镶嵌 18K 满 1000 元省 150 元；其

中 19—21 日黄金每克省 40 元，一口

价类满 1000 元省 100 元，镶嵌类 18K
满 1000 元省 200 元；22—28 日活动

黄金工费 5 折，一口价满 1000 元省

100 元，镶嵌满 1000 元省 150 元。

遂宁新都百货
推出主题促销活动

在这个全新的零售时代，我市

各大商场在促销活动中不再是局限

于简单的促销、布置卖场等，而是花

费了更多的心思进行主题经营，根

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和定

制化的消费产品。遂宁新都百货在

本周末推出“寒冬来袭，羽绒总动

员”主题促销活动，商场内流行服饰

低至 3 折，同时还有大衣、羽绒服等

爆款商品的火热抢购活动。

据了解，从 1 月 19 日—21 日，

遂宁新都百货的主题促销活动，除

了有大折扣的服饰促销，关注遂宁

新都官方微信参与“跳一跳”互动游

戏，还即可抢得暖心券一套。消费

者持商场世纪卡累计积分满 1000
分，即可持卡至五楼贵宾厅领取暖

心券一套。

（商场更多迎新春活动可至现
场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新春将至促销先行

商场预热春节营销

每到年终岁末，各类电影贺岁片争奇斗艳，抢占市场。今年，我市各大商
圈也有自己的“贺岁大片”呈现给消费者。记者在各家商场了解到，不少商场
已在积极筹备 2018年要送给广大消费者的“开门礼”。为了赢得开年的第一
次促销市场，我市各大百货商场纷纷提前近一个月为春节市场预热，并推出主
题各异的特色营销活动，为节前的消费市场添把火。

近日，永逸百货二楼精品女装

——玛克茜妮春装新品上市。在还

略有些冷的冬天，春装在清浅的时

光里热烈绽放，成为专柜更抢眼的

色系。玛克茜妮 2018 春装新品的

时尚大片，在怀旧的情怀中展开，

以抽象城堡廓型，宣告 2018 春季重

返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春款

宣传片中的背景特殊处理斑驳渐变

效果，犹如油画笔触，透过光与影、

暗与明的混合光线切割，勾勒出视

觉层次，让一帧帧艺术剪影般的画

面彰显女王气质。

一针一绣唯是匠心，玛克茜妮

春款突破面料限制让刺绣有了新生

命，在雪纺基底上铺陈花卉刺绣，

大面积的绣花风衣则是艺术概念的

表态，穿上美，让浪漫围绕一身。

沉稳的复古色调是破题，再用撞色

饰边的视觉冲击去铺陈设计节奏，

而前侧开衩、镂空蕾丝和不对称结构

都是不可或缺的唯美密语。亮面布

料欧风强烈、宽垮版型露肩上衣……

个性化单品一跃为主流趋势，而透过

挺括衬衫料与牛仔元素的烘托，勾勒

出女王既柔美也刚强的生命力道。

新潮品牌——玛克茜妮女装以

“场合化着装”为产品核心，提供大

型时尚聚会、公众社交聚会、日常

聚会与精致职场装，明确定位迅速

建立市场辨识度，深受时尚圈、娱

乐圈、媒体圈、市场营销圈与独立

经营者的客群喜爱。（以上推荐品

牌永逸百货独家有售，更多春装上

新款可至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玛克茜妮 春装新品上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近日，摩尔春天百货公司开展“寒冬送

暖，衣见真情”活动，助力精准扶贫，为

凉山州美姑县阿尼村小学捐赠 200 余

件冬衣，为孩子们送去冬日温暖。

在捐赠衣服装车现场，记者看到，

摩尔春天百货员工及各界人士捐赠的

御寒冬衣折叠整齐、堆放规范，冬衣成

色新、质量好，棉袄、羽绒服居多，足足

装了一大车。据摩尔春天百货相关人

员介绍，公司还会继续组织这样有意

义的活动，关爱山区孩子的成长生活

环境。

摩尔春天百货：为山区儿童捐衣送温暖

2017十大家居人物揭晓

业之峰装饰董事长张钧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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