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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承诺 1：同品牌、同款式，保证全城极低价，贵 1 万，补 1 万；贵
10万，补10万！

承诺2：只要您不满意，我们立刻砸掉！
承诺 3：在天地和装修，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品牌，真材实

料，假一罚十！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向您郑重承诺

只花5分钟，装修省出一辆车钱？仔细阅读全文，就有机会领大奖？

如果有家装修公司告诉你，他们的所有主
材、基材、家具、家电都是按照出厂价算给业主，
不赚业主一分钱，你信吗？大部分业主第一反
应一定是怎么可能！装修公司不赚钱他们还开
公司干嘛？可是，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豪华装修
只要工厂价，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片瓷砖、一
个门把手，装修所有材料直接从厂家到工地，省
掉了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价，省掉了人力成
本、店面成本、运输成本等，让业主们装修直接
省掉一半的钱！听起来太诱人，可是为什么天
地和能做到？

天地和总裁仲伟解释说：“因为天地和不
仅与全国17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有长期的

战略合作协议，还拥有自己的家装工厂，我们
已经成功打造出了一条完善、严谨的家装产业
链。我们有家具厂9家，木门厂12家，橱柜厂8
家，钛合金门厂10家，这条家装产业链让我们
拥有了工厂价造福业主的实力和可能，这是很
多家装企业无法做到的！”

仲总说：“我们的工厂价装修为我们赢得
了业主们的欢迎和信赖，为我们带来了全国装
修公司都望尘莫及的成交额，而这些就是我们
天地和的利润点，我们不是不赚钱，我们不赚
业主一分钱，我们赚的是我们所有合作企业、
材料商给我们天地和5%的返点钱，我们赚的
最多的是天地和无法估量的品牌价值！”

什么叫工厂价装修？为什么工厂价装修能省更多？
——为什么天地和敢做工厂价装修，为什么天地和敢承诺不赚业主的钱？

是什么，把装修变成了业主的心酸事
——揭秘装修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四重大礼：凡 9 月 25 日 9:00-12:00
持“天地至尊卡”到场的业主，凭卡即
可免费领取 998元精美刀具 12件套1
份！

“装修之前就听说装修行
业的水特别深，什么低价套头、
增项漏项，什么劣质建材、偷工
减料，什么提成回扣、行业潜规
则……轮到我自己装修，我就
想我亲力亲为自己跑总不会被
坑了吧？于是我无数次地跑建
材市场，挑了又挑，比了又比，
瓷砖、地板、卫浴的牌子我都能
介绍出一大堆了。然后我又各
种咨询打听、联系比价，千挑万
选找了一个我觉得靠谱还便宜
的施工队。整个装修费了多大
劲我都不想说了，全家人都跟
着各种折腾！最郁闷的是装修
完我算了下价格，总费用竟然
比我们同小区认识的一户人
家还高出了大几万！我去看
过他们家，装修的特别豪华，
家具都是配套的，质量也非常
好，听说他们是找天地和装修
的，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天
地和包了的。我家老公知道
后，当场就训我，让你再折腾，
费了这么大劲没省钱不说，还
比人家贵，也不知道瞎忙活些
什么！尽管有点儿后悔，但当
时我还安慰自己，至少东西都
是自己去买的，放心！结果入
住没几天卫生间就出问题了
，地面的瓷砖出现了好几处
空鼓，我赶紧联系瓦工，瓦工
电话里说是我们买的瓷砖质
量不好，沟通几次之后后来
干脆不接我电话了。我又去
联系建材市场的瓷砖商家，
他们说他们瓷砖质量没有问
题，是施工问题……就这样
来来回回折腾了几趟，空鼓
的问题也没人管，当时还是
夏天，洗澡水流到空鼓的位
置里排不出去，卫生间里都
有臭味了，为了这老公跟我吵
了几次，后来没办法，只能把
瓷砖全拆了重铺贴……真的，
我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
想再自己跑装修了！你说我
折腾什么，如果当初我也找天
地和装修，又省钱还不用我操
心，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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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和所用材料品牌

东方雨虹水泥砂浆、龙牌石膏板、北京三环
龙骨、天地和专供腻子粉、立邦油漆、多乐士
漆、嘉宝莉漆、保利水管、圆通电线、金雕电
线、秋叶原弱电

强辉瓷砖、箭牌瓷砖、东鹏瓷砖、冠珠瓷砖、
新润成陶瓷、欧神诺陶瓷、精工博德瓷砖、诺
贝尔瓷砖、金意陶瓷、大将军瓷砖、惠万家瓷
砖、兴辉瓷砖、若依瓷砖、森鹿地板、格林地
板、东洋铭木地板、德国欧家地板、柯诺地板
、吉雅地板、万宝龙地板、燕泥地板、方圆木
地板、蒋木匠木门、精道木门、巧骏木门、渝
玺木门

帝王卫浴、惠达卫浴、白居益卫浴、法恩莎卫
浴、箭牌卫浴、德盟卫浴、安华卫浴、诺贝尔
卫浴、天地和工厂定制橱柜/衣柜、美墅家吊
顶、银虎吊顶、爱尚家墙纸、艾斯美克墙纸、
蜂巢墙纸

天地和专供厨房龙头、面盆龙头、洗衣机龙
头、灯具、卫浴小五金、地漏、角阀、西蒙开关
插座、圣峰、羽豪、艾登堡、欧琦、利雅得、阿
里郎灯具

必须拥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能通过天地和
技能考核的专业泥工施工团队、木工施工团
队、油漆施工团队、水电施工团队

定速节能空调、48寸智能液晶电视、法式控
温多门冰箱、变频滚筒洗衣机、双核弧面抽
油烟机、双炫大火力燃气灶、智能全效消毒
柜、60L节能环保电热水器

红木（附收藏证书）、简欧、简美、法式、英式、
美式新古典、中式家具：主卧大床1件、主卧
床头柜2件、主卧衣柜1件、次卧大床1件、
次卧床头柜2件、次卧衣柜1件、沙发1+2+
3、茶几1件、鞋柜1件、电视柜1件、餐桌1
件、餐椅4件、书桌1件、书椅1件

设计职业经验至少5年以上的顾问设计师、
规划设计师、深化设计师

天地和承诺

保证所有装修产品
全部采用一线大品
牌！真材实料，假
一罚十！

保证施工质量，不
满意，就砸掉！重
装费用由天地和承
担！

保证所有电器全部采
用一线大品牌！真材
实料，假一罚十！

承诺：1.套餐内所用
的21件全房家具，
均采用进口板材制
作而成；2.天地和套
餐内的 21 件家具
都有知名设计师精
心设计，全部是时
下受欢迎的流行风
格，满足不同家庭
的个性需求；3.天地
和套餐内的 21 件
家具，均采用绿色
环保板材，所用家
具均配置环保检测
报告。

保证全部都是天地
和金牌设计师

豪华全包到底多豪华？包得全不全？
东西好不好，亲自算算就知道！

据了解，9月25日，全国豪华整装巨头
——天地和家装将落户杭州！在杭州打造一
家规模空前的天地和杭州超级豪装工厂店！
店面面积将超过15000平方米，涵盖了数千平
米的品牌材料馆和数千平米的实景样板间，囊
括了当下主流的简欧、简美、中式、田园、现代
等20多种豪装风格，是真正意义的家装航母。

为庆祝杭州店开业，天地和总部决定：在
9月25日杭州店开业当天，举行一次大型的

“开业·半价豪装”的开业盛典活动。杭州业主
只需花100元，购买一张“天地至尊卡”，就有
机会抢到120个开业半价豪装的优惠名额。
持卡签约，32万的鼎级豪华全包装修套餐，直
接拎包入住，直接省一半，100平方米3房2厅
只需159800元；同时，持卡业主凭户型图到场，
还能免费领取价值998元的精美厨房刀具12
件套1份。(细节详见下方活动说明)

这次天地和杭州店开业·半价豪装，最大
的亮点，就是赠送全房25件红木、简欧、简美

等豪华家具，每套家具的市场价至少都在10
万元以上，红木家具更是在12万元以上！同
时，还赠送全房8大品牌电器。这次杭州店开
业·半价豪装，之所以能够拿出如此大的开业
优惠，我们首先要感谢天地和176家材料商战
略联盟，因为，为了庆祝我们天地和的开业，他
们拿出了120套全房红木家具、简欧、简美、中
式原木家具以及120套全房品牌8大新款智能
电器赞助给天地和。现在，为了让杭州业主知
道，天地和是真的豪华，是真的半价！我们决
定把这120套开业豪礼全部赠送给开业当天
前120名持卡签约的业主。

考虑到现场接待能力，此次杭州店开业，
天地和总部只限量发售了300张天地至尊卡，
只有持卡业主，才能在开业当天抢120个开业
半价豪装的优惠。因为，全国材料商战略联盟
赞助给天地和的家具、电器只有120套，所以
这样超大力度的开业·半价豪装优惠，只在杭
州店9月25日开业当天能够享受到。

为什么错过9月25日9:00-12:00，装修就亏大了？
——装修就送红木家具25件套、送全房八大品牌电器，为什么送的竟比你花的多？

很多装修公司都会跟业主承诺保证装修质
量，但天地和却敢直接叫板“不满意就砸掉”！天
地和不仅敢，还真这样做了。曾经有这样一个
故事在装修行业圈子里广泛流传，是讲一户业
主在天地和装修，装修完仲总亲自到现场验房
的时候，发现工程中存在一个小问题，业主表
示这个问题不严重、没关系，怕麻烦就保持原
样好了！但仲总却非要砸了重做，业主拦着都
没用！仲总说，不能让任何一个小问题为业主
们的生活带来隐患！很多业主在背后谈到天
地和装饰的总裁仲伟的时候，会评价他有点儿
死心眼儿。仲总对这样的评价却乐在其中，他
说：“做装修的就是应该死心眼儿，我是凭良心
做事，因为有些原则和要求一定要坚持到底，
才能保证工程质量。我就是要做一个死心眼
儿的装修人，而我们天地和就是一个死心眼儿
的装修企业！”

不满意说砸就砸，天地和不是亏了吗？
仲总介绍：“我们的不满意砸掉重做，不仅仅
是保障了工程质量，同样也是对我们工程队
伍的规范和监管，正是不满意砸掉重做，让我
们的工程队伍不断完善和进步，让施工和工
程质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仲总还笑
着向我们透漏：“你们以为砸掉重做是扣的天
地和的钱？工程有问题我们扣的是项目经理
的钱。”

对于自己做的工程，天地和不仅有说砸就
砸的勇气，更有所有问题都负责到底的担当。
由于天地和豪华全包中的主材、基材、家具、家
电，都是天地和自己生产或者长期战略合作伙
伴生产的，一方面天地和对所有产品的质量有
信心，另一方面，天地和有着完善的售后服务
体系，不管您的装修哪里出问题，只要一个电
话，24小时之内上门帮您，负责到底！

为什么在天地和装修，工程质量不满意说砸就砸？
——是什么让天地和敢做如此承诺，又是什么实现了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高效售后？

9月25日，天地和杭州超级豪装工厂店，开业·半价豪装！
您只需花100元抢购“天地至尊卡” 就有机会免费抢120套开业·半价豪装大礼

120套全房25件红木家具，免费送！120套全房25件简欧、简美、中式原木家具，免费送！120套全房8大品牌电器，免费送！
仅限9月25日9：00-12：00，仅限3小时，开业·半价豪装只有这一天，错过您就亏大了！

120套全房25件红木家具，免费送！120套全房25件简欧、简美、中式原木家具，免费送！120套全房8大品牌电器，免费送！
仅限9月25日9：00-12：00，仅限3小时，开业·半价豪装只有这一天，错过您就亏大了！

9月25日，天地和全国一线城
市第10家店，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一家店——杭州超级豪装工厂店盛
大开业。为庆祝杭州店开业，天地
和总部限量发售了300张天地至尊
卡，凡持卡签约业主，均有机会抢到
120个开业·半价豪装的超值优惠！
同时，为支持杭州店开业，天地和全
国176家材料商战略联盟，共同出
资赞助了120套全房豪华家具以及
120套全房品牌电器，作为开业贺礼
送给天地和杭州店。为了让杭州业
主知道，天地和家装是真的豪华，是
真的半价！经总部同意，杭州店将
这120套豪华家具以及品牌电器，全
部免费转送给开业当天前120位持
卡签约的业主。因优惠力度太大，名
额只有120个，望敬请谅解。

报名热线：0571-28235979报名热线：0571-28235979

一重大礼：9月25日9:00-12:00前120名持有至尊卡的签约业
主，32万的鼎级豪华全包装修套餐，直接拎包入住，直接省一半！
（100平方米3房2厅）只需159800元！仅限120户！

二重大礼：9 月 25 日 9:00-12:00 前
120名持卡签约业主，免费赠送由知
名家具工厂提供的红木、简欧、简美、
中式等全房25件豪华家具一套，仅限
120户！

三重大礼：9月25日9:00-12:00前120名持卡签约业主，免费
赠送知名品牌全房8大电器！

杭州电器：定速节能空调、48寸智能液晶电视、法
式控温多门冰箱、变频滚筒洗衣机、双核弧面抽油烟机、
双炫大火力燃气灶、智能全效消毒柜、60L节能环保电
热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