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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静淼） 2020
年，许多企业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着力恢复经
济。鸿运国际商城为了减轻疫情对
商户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深入研究，
如何开拓更好的销售渠道，获得更
多的客户资源；另一方面，探求如何
能够更好的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让
更多的人了解鸿运国际商城。

2020年9月，鸿运国际商城与
苏州云家通电子商务公司合作，搭
建鸿运云家通网上商城，为商城材
料商和家装公司开展线上业务提供
平台。作为建材家居市场，鸿运人
深知没有客户就没有商户，没有商
户就没有市场，要想让鸿运国际商
城成为焦作首屈一指的建材家居平
台，就要变革。面对来势汹汹的整
装时代，云家通凭借多年的家装供
应链服务经验，通过整合全国各大
建材品牌商，运用完善的运输系统，
为身处在瓶颈的家装企业提供全品
类、全渠道的建材采购、仓储、配
送运输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在线上，鸿运云家通平台通过
网络将有需求的消费者和商户连接
起来，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在
家选购心仪的产品；在线下，鸿运
云家通平台与小区深度合作，为小
区业主提供优质的家居服务，让商
户上门与消费者能够面对面沟通。
这样既可以让商户获得精准的客户
资源，从而解决商户的获客难题，
还可以让小区业主足不出户就能找
到专业人士解决一些家居装修难题。

2020 年 12 月，鸿运云家通平
台与焦作市多个小区达成合作，开
展了万方嘉园小区服务日、太极景
润小区服务日、建业春天里小区服
务日等多个小区服务日活动。在活
动日期间，鸿运云家通平台为小区
业主提供免费的家居保养及清洁、
维修项目，获得了各小区业主的一
致好评。家住太极景润的赵女士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感谢鸿运云家
通平台为我们小区业主提供的服
务，我年纪大了，家里的墙面有些
起皮，不修吧不美观，修吧我又找
不到专业的人去维修，像你们这样

在小区里做活动，一方面我不用担
心来的人不安全；另一方面还是专
业人员，真的是太好了。这种小区
服务一定要坚持下去。”同样对鸿
运云家通表示感谢的还有万方嘉园
的李阿姨。她说：“这样的社区服
务，一方面让我们足不出户就感受
到了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专业人士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下次买家居装新
家，我就到鸿运国际商城，就冲着
你们的服务，不会错！”

在小区内进行服务的众多商家
也表示，通过鸿运云家通平台小区
服务日活动，与业主进行了深入沟
通，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好评。商户
在服务消费者的过程中，发现张女士
家中燃气灶存在年久失修的安全隐
患，免费维修后可以正常使用。张女
士看到商户的这种服务态度，特地到
商户店面选购了新设备。“就冲这样
的服务态度，买这家的燃气灶肯定
没有错！”张女士说。

通过小区服务日活动，鸿运云
家通平台真正做到了串联商户与消
费者，让消费者提前感受到商户的
服务与产品质量，促进了商户与消
费者的沟通与交流。

记者在服务日活动现场还遇到
了鸿运云家通平台负责人王明辰。
王明辰说：“疫情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在疫情过后，企业没有任何作
为，一个企业想要活下去，就一定
要学会改变与创新。鸿运云家通平
台，聚集流量方、家装企业、家居
建材商等各方资源，以鸿运国际商
城、居然之家为核心，深入小区做
服务，在消费者中建立口碑，使鸿
运国际商城成为焦作本地真正的流
量型家居建材卖场！”

鸿运云家通平台小区服务日活
动，将会在 2021 年持续开展下
去，让焦作更多的小区业主、消费
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
务。我们也坚信，这样的服务一定
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

鸿运云家通

深入小区做服务 便民活动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韩静淼）为了营
造迎新春、惠民生、欢乐祥和的市
场氛围，为市民购买年货提供更大
便利和优惠，鸿运国际商城将在1
月30日至2月1日期间举办鸿运国
际商城新春年货节。

今年鸿运国际商城新春年货节
将是一场值得期待的盛会。据了
解，本次年货节将设置300多个摊
位。年货节将与鸿运星期天市场相
结合，除了鸿运星期天市场已经存
在的古玩玉石、花鸟鱼虫、根雕木
艺、日用百货、果蔬副食等品类
外，又增加了中高端糖酒食品、水
产海鲜、节庆礼品等品类，同时还
将有特色美食、儿童游乐项目。

本次年货节，涵盖了全国各地
的特色年货、名优特产以及来自五
湖四海的珍奇山货，可以充分实现

“吃、穿、用”年货一站式购齐。
不仅如此，鸿运国际商城为了让来
市场购物的市民感受到浓浓的节日
气息，还将为到场的市民提供精美
的“鸿运新年礼包”及丰富的民俗
歌舞展演、杂技等传统艺术表演，

确保在活动中满足焦作市民的消费
需求，力争把本次活动举办成独具
特色的年货盛会，为焦作市民提供
一个集采购、娱乐、消费为一体的
购物平台，让大家在逛街中寻求愉
悦、在购物中喜迎新春的到来。

记者采访了负责本次年货节的
焦作鸿运国际商城市场运营公司负
责人王雪兵。王雪兵表示，本次年
货节的举办，一方面是为焦作市民
提供一个优质的购物集市，让消费
者可以在这里将年货一次性置办齐

全，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
空间；另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消费者
长久以来对鸿运国际商城的支持与
关爱，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
鸿运国际商城才会越来越好。作为
本次年货节的举办单位，鸿运国际

商城一定会竭尽全力为焦作市民欢
度新春、购买年货搭建优质平台，
倾力为民服务，让广大市民买到称
心、放心的年货。

（本栏照片均由鸿运国际商城
提供）

鸿运国际商城新春年货节即将开幕

本报讯（记者韩静淼）无论是
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装修对于
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巨大的工
程。在预算内、高性价比、按照家
人的喜好装修自己的家，是每一个
家庭的愿望。那么，什么时间买建
材家居最划算？去哪里买最划算？
去哪里买最有保障？相信很多业主
都有相同的疑问。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来到居然之家焦作店，向工作
人员咨询现在商场正在举行的活
动。

“为了完成 2020 年度销售任
务，也为了在 2021 年实现‘开门
红’，这次活动，我们商场的各大
品牌都给出了大力度的让利活
动。”工作人员一边领记者逛着一
边热情地介绍，“另外，我们商场
这次跨年清仓活动的补贴力度可以
说是相当大。储值 2000 元至 9999

元，增值6%；储值1万元至19999
元，增值 7%；储值 2 万元及以
上，增值 8%。举个例子，你要定
全屋家具，A品牌按照跨年活动价
位核算好之后，共计需要支付3万
元。这个时候，你参加商场的储值
增值活动，储值3万元，你的储值
卡内将会有3.24万元。支付给A品
牌3万元之后，你的卡里还有2400
元，可以在居然之家焦作店再购买
别的商品。另外，会员顾客在居然
之家焦作店累计交全款满 8000
元，还送美的卧式吸尘器一台；会
员顾客在建材品类消费满 2000
元，即可凭销售合同到左右沙发领
取定制抱枕一个。活动将持续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 。 礼 品 数 量 有
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您这几天应该在我的微信朋
友圈看到我们商场1月3日‘一元

置家拍卖会’现场的盛况吧！顾客
真是非常热情，现场座无虚席。顾
客王先生只花399元就拍到了芝华
仕的功能单椅。还有赵女士，399元
拍到了喜临门床垫。现场的顾客以
超值的价格，带走了好多拍卖品。”
居然之家焦作店负责人拿起手机翻
着微信朋友圈说。

温馨的服务、超值的价格，如
果广大市民朋友近期有装修的打
算，不如抓紧时间到居然之家焦作
店选购吧。居然之家焦作店是一
家努力为广大市民朋友装修减少
一丝烦恼、增添一分保障的家居
建材商场。据了解，居然之家焦
作店跨年清仓活动将持续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省钱的大好机会就
在眼前，广大新老客户不要错
过。2021 年 1 月 17 日之前，来到
就是赚到！

买建材就参加居然之家跨年清仓活动

居然之家“一元置家拍卖会”现场。本报记者 韩静淼 摄

2019年度鸿运国际商城年货节现场。2019年度鸿运国际商城年货节街景。

⬅ 鸿 运 云
家 通 万 方 嘉 园
小 区 服 务 日 现
场。

⬆鸿运云家通平台小区服务日获得业主点赞。

⬆ 鸿 运 云
家通太极中央
翰邸小区服务
日现场。

⬅ 鸿 运
云 家 通 平 台
小区服务日，
商 户 上 门 给
客 户 清 洗 烟
机灶具。

鸿运商城
微信公众号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韩静淼摄）

家汇装饰

1299元极有家样板间火热征集中，预存200元抢定
1299元极有家整装套系。38个名额，前10名有额外大
礼包赠送：

●1月25日前转大定1万元者，送价值39800元的
家具大礼包+全屋窗帘。

●2月1日前转大定1万元者，送价值39800元的家
具大礼包+全屋壁纸或壁布。

●2月22日前转大定1万元者，送价值39800元的
家具大礼包。

注：1.本次活动不可与公司其他活动同时参加；2.
所有礼品不折现、不兑现；3.本活动解释权归家汇装饰
所有。

活动时间：2021年1月10日至2月22日

业之峰

业之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全城征集代言人，温暖送
到家“送全屋地暖”，仅限20户。

●规则要求：
预交订金2000元，取得参与“业之峰优惠”活动

特惠资格。
●优惠政策：
一、业之峰咨询礼
1.凭户型图到场可领取价值88元多功能保鲜盒两件

套。
2.提供价值1000元业之峰专业环保量房一次。
二、业之峰交订礼
1.原价 899 元/平方米的装修基础包，现场秒杀价

599元/平方米。
2.交订金的整装客户送全屋地暖。
三、业之峰签单礼
1.原价1599元/平方米的整装包，现场秒杀价1288

元/平方米（定整装合同满10万元）。
2.砸金蛋（内有冰箱、洗衣机、空调、空气净化器、电

饭煲、扫地机器人、羽绒棉被等，100%中奖）。
四、业之峰推荐礼
1.签约客户推荐新客户签订施工合同送空空气净化

器一台。
2.客户同时升级为公司代言人，享蓝钻工程升级、

金牌项目经理、终身维护服务。

格力电器

●新年盛惠大型促销活动：
劲爆款，大3P一级变频金色圆柱7999元，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2021年1月7日至2月9日

老板电器

●厨房换新活动：
老板厨房换购券最高抵5000元。
活动时间：2021年1月1日至2月10日

大班沙发

●全民嗨购节活动：
1.至尊套餐：两室两厅任意搭配29800元。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台、餐椅4把、软床4张

（1.8米/1.5米）、床头柜2个、8802床垫2张（1.8米/1.5
米）。

2.精品套餐：两厅一室系列挑选搭配16800元。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台、餐椅4把、软床1张

（1.8米/1.5米）、床头柜1个、8822床垫1张（1.8米/1.5
米）。

3.惊爆套餐：1902A 沙发+432 软床 （1.8 米/1.5
米）+8822床垫（1.8米/1.5米）8888元。

4.惊爆套餐：206沙发+872茶几+872电视柜11800
元。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31日

林氏木业

●新年大促满减优惠：
消费每满3000元减300元（不封顶）。
活动时间：2021年1月5日至1月17日

卡路福

●主卧套餐：
乔恩床垫+贝尔皮床1.8米10888元。
杰西卡+精钢之王床垫1.8米15888元。
●经典双卧：
波尔多床+乔恩床垫18800元。
多隆床+护脊床垫18800元。
●甄选单品：
精钢之王床垫6888元。
●超值家庭套餐：
七区床垫1.8米+乔恩床垫（1.8米/1.5米）+莱特床

垫（1.8米/1.5米）14999元。
●超值巨惠，满额豪礼——全场满额，精品超值购：
1.活动期间，订单交款满 1 万元加 99 元换购价值

1499元床头柜1个。
2.活动期间，订单交款满1.5万元加3699元换购价

值11000元指定皮床1张。
3.活动期间，订单交款满2万元加3999元换购价值

11999元奥斯汀床垫1张。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31日

（韩静淼 整理）

居然之家活动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