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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组团看工地”第六次启航

装修有奥秘 带你去探看
本周日（9月17日），武汉晚报携手一家
一装饰， 第六次启航“百人组团看工地”活
动，带你实地参观装修工地，探查一些平常
不容易被人看到、你又不怎么关注的“隐蔽
工程”装修细节。

“装修有隐蔽的奥秘”
据一家一装饰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业
主来说，家装中需要关注关键的三步：一是确
定一个心仪的设计风格； 二是在设计风格上，确
定各项装修选材；三是注意装修过程中的各项
水电管材的选用、铺设等“隐蔽工程”。
此前， 武汉晚报曾与一家一装饰合作，

启动了5次“百人组团看工地”，获得广大装
修业主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本次“百人组团看工地第⑥季 不看工地
不装修”活动，尤其是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看到第
三步， 也就是——
—装修后看不到的水电改造
和拆砌墙等“隐蔽的奥秘”。 而这些方面，往
往是一些装修商与业主大玩猫腻的地方。
比如：很少业主知道，家中的弱强电是
需要区隔和屏蔽的。 而一家一装饰采用美国
金雕电线，保证强弱电线的管线间隔，按照
国家标准在30厘米以上，并在交叉处用锡箔
纸包裹，以确保视频和音频效果达到最佳。
再比如：家中所用的石膏板，在拼接处

一定要预留0.5-0.8厘米的伸缩缝，在缝中填
补石膏粉刷胶，这一工艺可以较为有效地防
止板材在后期的开裂、鼓包等问题。

“不看工地不装修”
装修过程中，什么最重要？ 绝不是低成
本。 请业主尤其注意，家装的环保理念，无论
你重视到何种程度，都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
的！ 只有立足环保，才能确保你的健康幸福。
“为国人创造健康舒适家居环境”，是一
家一装饰一直秉承的企业使命。 本次“百人
组团看工地”活动，确定子主题是“不看工地
不装修”——
—由一家一装饰安排100套家装

中博装饰登陆武汉引发新触点

“环保智能全装”将成家装“
角斗场”
本月初， 浙江中博装饰集团低调
登陆武汉。由于房产总量的扩张，武汉
作为中国“中部天元”，正在斩获一系列
的政策红利，也拉动装修市场形成一波新
高潮。 这也吸引了全国几乎所有的一线
装修服务商，纷纷抢滩武汉。中博的到
来，预示着武汉将迎来一场以“环保智
能全装”为主题的铿锵角逐。
成立于1998年的中博装饰，19年
来一直禀持“专注环保家装一件事”，
从2005年-2016年，它连续12年都是浙
江省环保抽检全合格企业。 也因此，该公
司总裁凌春粮很自信地表示： 在杭州，
每5户装修业主就有1户选择中博。

2-3日， 武汉中博装饰20位天使
客户前往杭州中博总部参观考察，中
博的3.6万平方米家装体验馆引得众
人惊叹。 凌春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们十分注重从细节方面，来扣
紧环保装修。 比如：装修当中会用到很
多胶水，有些的环保指标还不太够。 他
为此跑遍全球， 终于引进了一个美国
品牌生产的植物胶水， 从而改善了家
装中的胶水污染。 再比如：很多人根本
没注意到， 家庭软装的一些材料中同
样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 而中博会向
业主推荐那些经过检验的真正环
保 材料。

凌春粮表示，我们装修后的房子，
会进行权威的环评检测， 合格后才交
付给客户。 中博还郑重承诺：环保不达
标，全额退款。
凌春粮认为， 武汉的家装市场虽
然盘子很大， 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做。 很多业主出于自身收入、以及家装
成本考虑，比较欢迎所谓“低价装修”。
但从市场本身、 以及业主身心健康来
看， 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追求环保、品
质，而不是低成本。 也因此，
“我们很有
信心， 我们这19年对于环保装修的坚
持，一定会受到武汉业主的肯定。 ”
文/金文兵

施工点，以及8大实景样板间，让你看工地、
学装修——
—从施工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德系
欧标工艺，并学习到哪些地方是惯常的装修
漏洞、甚至是装修陷阱，然后以“行家”的身
份，对自家的装修“指手画脚”。
本次活动， 还有一些福利送给大家：客
户凭本报可享设计费8折优惠； 活动当天签
单的客户，可以玩“一手抓”游戏，签单每2万
元可在彩池中抓取硬币一次，抓多少就折抵
多少金额。
报名咨询电话：027-86719699
文/金文兵

用设计证明我们的存在
9月10日， 香港LST空间规划设计整装体验馆——
—
1200平 方 米 展 馆 ， 落 户 汉 阳 地 标 绿 地 国 博 财 富 中 心
A座。
该体验馆集购房分析、深化设计、专业施工，主材整
合、软装家居搭配、增值保养等服务为一体，全方位展示
LST设计工作室一站式全案消费理念，为广大客户营造
一个缤纷多姿的家居天地和新颖时尚家居体验平台。 自
开业至10月10日，将推出一个月的优惠活动。
2011年成立至今，LST设计工作室一直秉承“用设
计证明我们的存在，直到家喻户晓”的设计初衷。
LST空间规划设计董事长刘思彤女士表示：工作室
未来三年将以香港和武汉为中心，面向全国一线城市辐
射，重点打造优质创意设计中心；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
是跻身全国装修设计界行业领军品牌，直指上市。
文/刘敏

百人组团看工地 不看工地不装修

一家一装饰喊你看
“
隐藏的家装奥秘”
业主装修
看工艺 看材料 看工程

本周日（9月17日），武汉晚报携
手一家一装饰，第六次启航“百人组
团看工地”活动，带你实地参观装修
工地，学习、观察一些装修商不愿外
人知道的“家装中的奥秘”。
此前，武汉晚报曾与一家一装饰
合作，启动了5次“百人组团看工地”，
受到广大装修业主的热烈欢迎和积
极响应。
本次武汉晚报与一家一再度合
作，启动“百人组团看工地第⑥季 不
看工地不装修”活动，为此，一家一装
饰准备了一百套施工现场，将带您一
起探访装修后看不到的水电改造和
拆砌墙等隐蔽工程， 并通过8大实景
样板间，将公司一直坚持的德系欧标
工艺，完全呈现在您的面前。 看了工
地之后，您可以更加放心投入装修。

看工地 学装修
了解德系欧标工艺进化
“良心工程，为健康负责”是一家一装饰
负责人对江城市民的郑重承诺。
一家一装饰特别注重装修细节。 为此，该
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提出一些平常不为大家所
注意的小细节、小窍门，提请业主朋友们关注。
▲强弱电屏蔽工艺： 一家一装饰采用美
国金雕电线，且保证强弱电线管间距按照国

你以为，低价就是占便宜，结果换来的恐
怕是：无底线增项，整装项目包不全，装修材
料以次充好。 你以为， 装饰公司送出大把赠
品，你就赚到？结果是：赠品只是噱头，反而误
导客户，忽略了设计和施工的质量，又在后期
引发不必要的争执与烦恼，乃至多花冤枉钱。
装修中，什么最重要？ 环保，环保，环保，
最重要。 家装是否环保， 决定着您家的健康
与否。 环保，就是保幸福。 环保，就是保太平。
是的，一家一装饰秉承“为国人创造健康
舒适家居环境”的企业使命，以环保为基本理
念，以健康幸福为追求目标，开展家装环保行
动，为装修业主创造美好生活。
本次举行“百人组团看工地第⑥季，不看
工地不装修”的活动，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广
大江城业主朋友擦亮眼睛， 辨别优劣装饰公
司，避免上当受骗。

家标准在30CM以上， 并在交叉处用锡箔纸
包裹，以确保视频和音频效果达到最佳。
▲石膏板吊顶防锈防裂工艺： 石膏板拼
接处留缝（0.5-0.8cm）补石膏粉刷胶，自攻
螺钉露头部分使用防锈螺钉。 此工艺可以减
少石膏板在后期可能出现的开裂、锈迹、鼓包
等问题。
▲贴砖倒角工艺：确保倒角横平竖直，拼
接处搭接顺直、无缝隙，确保拼接整齐、角度
一致、成型美观。

一家一装饰
用优势让您了解装修
1、万米材料展厅
一家一装饰进军武汉以来， 在位于广埠
屯资讯广场6楼， 建立了10000 平方米的家
居体验馆。
展厅主要展示：法国圣戈班、德国都芳、
荷兰飞利浦、德国智恒、德国立乐、美国金貂
电线等各大品牌的欧洲进口辅材， 以及德系
欧标工艺。
2、按实用面积计价，不再为公摊面积买单

由专业设计师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一对一
的VIP服务，项目经理、监理多项管理流程全程
负责，达成一站式省心、省时、省力的贴心服务。
3.高性价比
与多家知名材料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伙
伴：诺贝尔瓷砖、东鹏瓷砖、罗马利奥瓷砖、欧
神诺、科勒厨卫、TOTO、箭牌卫浴、大自然地
板、方太、西蒙电气、雷士照明、友邦集成吊
顶、华帝、好太太。

看工地定装修
更有锦上添花
①凭本报到店客户立享设计费8折优惠
②凡进店咨询客户可赠送高档购物手推
车（限量前10名）
③凡参与本次活动的客户随车返回公司
即可领取蓝月亮婴儿洗衣液一瓶
④活动期间签定合同更能获得价值万元
大礼包，尊享全房①折购限时特惠，砸大金蛋
限时夺取海尔空调， 海尔32寸液晶电视机，
多功能咖啡饮水机等豪华大礼
⑤活动当天签单抓硬币。 签单客户现金
“一手抓”，每两万抓一次，只要手够大，抓多
少抵多少
周日当天9：50， 大巴免费接送业主去工地，
带您一起领略德系欧标工艺和材料，跟装修行家
开启探索工地奥秘之旅。 期待您的莅临。
地址：洪山区珞瑜路100号
广埠屯资讯广场A座6楼
报名电话：027-86719699
400-0570-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