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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踢脚线式电采暖

温暖大武汉

文艺暖男七年专注一件“
暖心事”

最近，林国靖特别忙。 他忙着接待不
断来访的顾客和经销商， 他的玛瑞克踢
脚线式智能电采暖，造型精美，安装简单，
绿色环保， 凭借优良的品质和完善的服
务，经过七年沉淀，获得了数以万计用户
的认同和喜爱。
取暖器受季节和天气影响， 很多品

牌做一两 年 就消 失
了。 而作为一个热爱
文学的“文艺暖男”，
林国靖坚持 要 把这
件“小身材大能量”
的产品，做到武汉家
喻户晓。 他抱着“装
一台不嫌少，一百台不嫌多”的心态，兢兢
业业，用工匠精神经营了七年多，从而积
累了大量客户和良好口碑。 有位顾客李
女士，因为使用踢脚线式电采暖后，感受
非常好，于是分享给了12位亲朋好友。 也
有顾客持续关注5年，多番比较后，还是
选择了玛瑞克踢脚线式智能电采暖。

玛瑞克踢脚线式智能电采暖，“身材
小巧”——
—它身体纤长，不仔细看，它就像
一根墙边的踢脚线，无须占用空间，不影
响整体美观。
“心脏强劲”——
—这种电取暖器，以镍
钼合金的超高温导热体作为加热管，环保
又高效，30秒升温、无风、无光、不干燥、静
音运行、全防水，卫生间也可安装。 就连中
国的高铁上，也同样用它为旅客供暖。
—小巧的机器，配有高
“头脑聪明”——
精尖的自动温控器，可以自由设定采暖的
时间和温度。
“既有颜值又有内秀”——
—100平方
米全房安装只需两小时即可完成， 价格仅

东风剥离辅业 华润全面接盘
11月25日，同为世界500强企业的东风
公司与华润集团签署框架协议书，东风剥离
“三供一业”辅业，由华润集团旗下华润物业
承接。本次移交的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包括武
汉、襄阳、十堰三地的职工家属区物业、工商
业物业管理等业务， 涉及物业管理面积约

820万平方米。
据悉，“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是党中央、
国务院推进国有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
一项重要改革。要求国有企业剥离职工家属
区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职能，转由专
业化单位实施市场化管理。 文/张哲 舒欢

“
有温度的家居商场”爱心送暖
28日， 武汉慈善总会携手欧亚达商业
控股集团，举行“第五届暖冬行动”捐赠仪
式，欧亚达武汉7店员工共筹集物资2800余
件，用爱心驱散冬日的寒冷。
欧亚达集团总助兼华中区域总经理赵
宇涛表示，欧亚达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在赈

灾扶贫、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
动公益事业发展，以实际行动秉承着“做有
温度的家居商场”的企业文化。 此次暖冬行
动，旨在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关注贫困山区人
们的生活，关注慈善事业。
文/曲瑾

是水暖的一半，搬家时还能将其取下带走。
也有人在关心：电取暖器会不会把房
间里的水分都给“烤干了”、让人体感觉很
干？ 林国靖总是笑着说： 如果是水取暖，
那么水取暖会把水汽排进房间吗？ 他解
释：目前这些取暖方式，基本都是通过加
热室内的空气，从而达到取暖的效果。
文/金文兵
地址：武昌区武珞路中南路口聚豪华
庭15楼1510室（艾格眼科楼上）
温暖热线：027-87888341
网址：www.hbmayrak.com
18942916331（微信同号）
13387590283（微信同号）

“招商·一江璟城”揭幕青山CBD
11月25日，青山“招商·一江璟
城”在青山滨江CBD正式启封，首期
建面 约123-148㎡ 全 通 透 匠 心 臻
品闪亮面世。 项目营销中心于26
日盛大开放。 这处约78万平方米
的金融创意综合体，填补了青山大
型综合体的空缺， 将助力青山引凤
还巢。
145年底蕴积淀， 近40座城市
辉煌，招商蛇口始终不忘初心，缔造
的每一座城市地标、 构筑的每一个
生活场景， 都是招商蛇口人对匠心
品质的不懈追求。 招商蛇口武汉公

司总经理金桥表示，“城市综合体就
像一个人的心脏， 承担的是一个城
市的造血功能， 是源源不断地往外
输出和内循环。 ”
香港CCDI高级设计总监王浪
介绍，“招商·一江璟城”作为青山滨
江CBD的揭幕之作，以前瞻的规划、
丰富的业态、宜人的尺度，打造媲美
世界一流城市的综合体。
未来，“招商·一江璟城”将继续
锋芒绽放， 以更臻至的城市综合体
高端人居体验回馈武汉这座城市。
文/樊黎

“
先装修·后付款”首付 1 万 0 利息 0 压力装修
66800 元装二室二厅再送万元地暖 + 万元家具 + 全房软装
谁都想装修装得又好又便宜，事情简单又省心。 但谁都知
道一场装修一场痛，花钱买罪受的不在少数。 为什么装修这么
麻烦？ 那是因为它是一项耗时达两个多月的工程，涉及设计、
施工、材料等多个环节，而每个环节消费者都不精通，既不知
道花多少钱划算、也不知道怎么施工算合格。 很多叔叔阿姨为
了一个有品质的家操碎了心。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一款新的
装修产品“全有装”解决了众多的难题。 本报就给大家详细介
绍下江南美装饰的全有装。

●第一个理由：全包装修 看中的就是性价比
什么叫性价比？ 就是用好的材料、好的施工，只花很少的
钱， 一站都购齐不用东奔西跑， 省心又省力。 全有装就是
66800 元二室二厅一厨一卫标准套餐， 套餐内 123 个装修大
项目。
66800 元标准套餐包含以下项目：
装修项目

项目说明

基础装修 包工包料（水电改造、全房乳胶漆、木工工程、泥工工程）……
装修主材 全房瓷砖、地板、洁具、吊顶、房门、橱柜、定制衣柜、开关面板……

●第二个理由：锁定价格 套餐内项目任意做
透明消费是业主最关心的问题， 装修过的业主都知道后
期加价，在合同外再收钱的弊病。 全有装就是锁定一口价，不
再增加一分钱。 无论是基础装修，还是装修主材，不以数量为
计价单位，随便做多少也不会让业主加钱。

●第三个理由： 实测计价 公摊面积不再算钱
一般业主买房的公摊面积达到 20%左右， 很多公司计价
的时候按照购房面积来计价，特别是水电改造、地面找平等项
目会导致价格增加。 那么全有装按实测面积计价，本身公摊就
跟业主家装修无关，改变装修行业“价格陷阱”。

●第四个理由： 六项全免 十大项目不限量
业内六项收费项目，全有装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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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荣
合富金生
北湖
硚口
古田
后湖
塔子湖
唐家墩
徐东
青山
铁机

新荣客运站旁汉黄路十大家车站对面
白沙洲合富金生建材城 v2 馆 4 楼全层
江汉区新华路人德里 84 号（汉庭酒店旁）
古田四路轻轨站附近古田帝园小区门面一楼（刘胖子酒店旁）
古田二路汉口春天门面（藻云轩酒店旁）
江岸区后湖大道同鑫花园 12-1 号门面
后湖大道汉口花园一期 B8-4（石桥地铁站 B 出口前行 50 米）
发展大道 440 号富贵轩酒店对面（近田园小区）
徐东团结名居枫园 1 栋 2 单元 3 楼
友谊大道 848 号工业路天桥旁
铁机路地铁站 C 出口前行 50 米（链家地产旁）

1、免远程费 2、免安装费 3、免送货费 4、免损耗费 5、免
垃圾清运费 6、免方案费（量房、设计、报价）
十大主材及施工项目不限量：
1、瓷砖 2、地板 3、房间定制衣柜 4、定制橱柜 5、集成吊
顶 6、室内房门 7、开关面板 8、乳胶漆涂刷 9、拆砌墙 10、地
面自流平。

●第五个理由：赠送家具 少花钱多让利
家具是每个家庭必须要购买的产品， 赠送江南美卖场一
万元的家具就是让业主少花钱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标准的
万元家具可以在卖场挑选到高档组合沙发、茶几、电视柜的客
厅家具，或者购买两个房间的床和床垫。

●第六个理由：赠送地暖 寒冷冬天有温暖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 新房装修现在的必备项目就是地暖
了。但是动辄一二万的地暖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随着大家生
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地暖肯定会普及起来，装修就直接送一套
二室二厅的地暖给业主。 让业主不会因为钱的原因而再受冻。

●第七个理由：赠送软装 窗帘灯具不用买
同样是装修必需品的窗帘、灯具，这次全有装也赠送给业
主。包含了客厅和两个房间的 3 幅窗帘和 5 个灯具。让业主不
用再到处挑选产品，直接送给业主了。

●第八个理由：装修贷款 12 期 0 利息装修
江南美金融服务，提供装修 0 利息贷款，最长可贷 12 期。
也就是 1 年时间的免息贷款， 客户毫无压力装修。 以 66800
元装修为例，首付 1 万元，月付 5000 多元即可。 客户可以住
进新房，慢慢还贷款，而且不用付利息。
装修当然还要选择有实力的公司， 那么怎么判定一家公
司是否有实力，不能光看他的店面装修是否豪华，一定要看他
的仓库是否有大量的建材、他的物流车队是否正常运转、每个
小区有没有在建的工地。 江南美是有着四家几万平方装饰建
材体验馆、物流仓租中心、省内 26 家直营门店的大型家装企
业，值得消费者选择的良心装修企业。
万店长 15072461218
王店长 13720142267
陈店长 13026147805
袁店长 13554169240
钟店长 15071174585
方店长 15071467216
柳店长 13437152192
高店长 15107102453
夏店长 13971236679
叶店长 13986016841
张店长 13476022116

积玉桥
光谷
南湖
中南
雄楚
汉阳
钟家村
龙阳
沌口
江夏
盘龙城
吴家山

活动时间：12 月 2 日（本周六） 下午 1:30-6:00
活动地点：五月花大酒店 七楼 渤海厅（傅家坡长
途汽车站对面）
电话报名：027-8666 1666
短信通道：预约量房，免费索取报价方案，编辑短
信“小区 + 姓名 + 面积”发至 18771012031

和平大道沙湖苑路公交车站（华润置地凤凰城楼下）
金地格林东郡 3-101 门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旁）
丁字桥南路富安街南湖名都 A 区外面商铺 9-1-1
武珞路 315 号，五月花大酒店旁
雄楚大道关山中学斜对面光谷智慧城沿街一栋二单元一楼

王店长
李店长
汪店长
颜店长
武店长
汉阳大道麒麟路 495 号（四号线七里庙地铁站 A 出口直走 300 米) 黄店长
黎店长
汉阳大道与归元寺路口交汇处 186 号（平安银行旁）
张店长
汉阳区芳草路与汉城路交汇处 和昌森林湖 10 号商铺
柯店长
经济开发区宁康园 1 号门门口金迪超市 3 楼
周店长
文化大道鸿发世纪城 2 栋 111 号
张店长
巨龙大道美景天城二期 20 号（售楼部旁 200 米）
张店长
东西湖大道东建金鼎湾 1-12 号商铺

13720245861
15907143925
18502797868
15207137845
15623552055
18707119430
13627149491
13554635307
13437132138
13163338357
15926396981
18986285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