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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居然之家力拓儿童产业
大消费战略又添新业态

近日，居然之家斥巨资打
造的高端儿童乐园——
—啵乐乐
儿童主题乐园在位于丽泽商务
区的居然之家体验 MALL开
门迎客。至此，居然之家顺利完
成在进口食品超市、院线、餐
饮、儿童娱乐、体育健身、居家
养老、数码智能等大消费领域
的布局。
据了解，本次开业的啵乐乐
儿童主题乐园是居然之家全资
子公司北京怡星儿童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斥资 3000万元打造，
啵乐乐源自韩国卡通形象
约惠家居

■

Pororo，早在 2016年 11月 ，
Pororo的制作公司艾康尼斯与
怡星儿童签署协议，啵乐乐儿童
主题乐园未来将在居然之家门店
实现连锁拓展。
首家啵乐乐儿童主题乐园落
户居然之家体验 MALL三层，
经营面积 2500平方米，内置小
火车、高速快车、海盗船、多媒
体球池等总计 19个游乐项目，
是京西南面积最大、最高端的
游乐园。啵乐乐儿童主题乐园
通过游戏达到教育效果，具有
教育性的游乐空间，可以通过

刺激有趣的游戏项目给孩子们
带来最真实的感官体验。乐园
不仅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人工
造景、时尚新颖的游戏及互动
项目、与动画故事融为一体的
表演及活动，还具备设施齐全，
环境幽雅的功能区。在硬件设
施和软件系统方面均按照国际
顶级标准打造，在追求极致游
乐体验的同时做到安全、卫生、
人性化。据悉，除啵乐乐儿童主
题乐园外，居然之家体验
MALL还拥有早教日托、儿童
教育培训、儿童运动等业态。

十里河居然 3·15诚信促销即将启幕

北京晨报讯 3月 10日至 3
月25日，居然之家十里河店举办主
题为“诚信3·15放心装新家——
—春
风十里 不如你”的大型营销活动。
设计家线上活动有三项内
容：第一，消费者注册设计家线上
商城或设计家 APP，可免费领取
315元代金券 3张。第二，3月 1
日至 25日，在设计家平台填写
预约信息即可获得价值 168元
法国法圣古堡天使树干红葡萄酒
一瓶（消费者自付运费）。第三，通
过线上预约并通过设计师推荐码
购买家具建材，缴纳全款即可在
成交价基础上再享九八折优惠。
居然之家针对会员推广的活
动更为多样，比如，免费抽奖、到

店有礼、新业态口令红包大放送
等。以新业态口令红包为例，会员
在居然之家官方微信的个人中
心，点击口令红包，进入活动页面，
输入“居然 315”口令，即可领取居
然之家 50元新业态代金券 3张，
可在北京地区居然丽屋超市、居
然数码、怡食家超市、福康养老使
用，丽屋超市、怡食家超市、福康养
老消费满 500元使用一张，居然
数码消费满 1000元使用一张。
此外，居然之家店面的线下
活动优惠力度也很大：活动期间，
会员全款购买家具建材，可享受
明码实价的八五折优惠；会员购
买家具建材，单笔消费金额每满
10000元返 300元券；会员在市

场累计消费满 2000元即可获抽
奖券 1张，满 4000元获抽奖券 2
张，以此类推。联单、满赠、百款爆
款等促销形式花样翻新。最高可
获得苹果 X256G手机一部。
更多利好服务有：会员购买
家具建材可享受消费分期 1年
免息；会员在乐屋、快屋、元洲签
订家装合同，可享受消费分期 1
年免息，分期 2年，会员每月支付
分期金额的 3‰；分期 3年，会员
每月支付分期金额的 4‰，额度
最高 50万元。消费者在店面及
丽屋家居建材超市购买“节能减
排”产品，可在活动基础上享受北
京市政府节能补贴，补贴比例最
高 20%。 北京晨报记者 黄兰

百安居智慧门店应用四大高科技
3月 3日，5家百安居
B&Thome新零售家居
智慧门店在京沪两地同时
启幕，成为全国首批全端
同步覆盖的新零售家居智
慧门店，百安居开年集中
推出智慧门店的举措标志
着百安居正在深化 O2O
战略。百安居 B&Thome
新零售家居智慧门店运用
大数据、高科技、人工智能
和物联网等创新技术和手
段，实现商品、服务、会员
与交易的全面互通，开创
以消费者家居需求为核心
的全新购物体验。
居产品与消费者的房型结合，
提供给消费者视觉和触觉等感
官模拟，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
真实的体验，同时更能帮助消
智慧门店通过科技对消费者 费者制定装修方案，做出切合
消费者通过门店内互动云屏或
促销员手持 Pad即可轻松完成 身处的360°环境进行三维复刻。 实际的装修预算及设计图。
样板间区域内云屏或者促销员
人脸识别。
若消费者是首次采集人脸 Pad的屏幕上会出现消费者所在 高科技：4：AR购
信息，数秒即可创建百安居购 区域的360°场景，消费者可随意
AR购专为协助消费者选购
物账号。若已采集过人脸信息， 滑动屏幕上的画面，场景中每类商 线上商品而定制，消费者只需打
1秒左右即可登录百安居购物 品通过点击锚点均可查看商品详 开百安居天猫建材旗舰店，进入
情，更能收藏商品或加入购物车。 商品详情页后点击带有 AR标示
账号。
购物过程中，消费者随时 高科技 3：VR体验
的商品，便能将这些商品以近1：1
“刷脸”登录账号即可完成商品
的效果投射在自己家中，查看整体
VR虚拟实景技术将百安 家装效果。 北京晨报记者 黄兰
加购。

高科技 1：人脸识别

高科技 2：
刷脸购物时代来临，人脸 360° 全景复刻
识别系统引领智能消费前沿。

■

观点 DIY

大消费日趋成型
——
—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

啵乐乐儿童主题乐园的开 分明显。受到消费升级的影
业是居然之家从大家居向大消 响，未来的实体商业一定是
费转型的重要一步。在互联网 “体验性”的，没有体验性的实
的影响下，未来的商业模式一 体商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虽
定是跨界的，做食品可以卖家 然家居是高体验型行业，但消
电，也可以卖家具。今天我们 费频率低。体验消费业态，既是
不主动“跨”别人，明天别人就 热点，同时又具有消费频次高、
会主动“跨”我们，这种趋势不 人气旺的特点，与家居行业可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已经十 以实现互补。

瑞博文·融发装饰
2018年度工作启动
北京晨报讯 近日，瑞博文·
融发装饰 2018年度工作启动
仪式在朝阳路红星美凯龙融
发装饰总部举行。瑞博文·融
发装饰董事长江勇、总经理汤
谨宾和全体员工以饱满的激
情共同吹响了 2018年“融发
20年，匠心创品质”的号角，
展示了瑞博文·融发装饰团队
高度的凝聚力、向心力。作为
一个 20年的老品牌公司，对
装修的服务和品质要求苛刻，
融发 20年接受挑战，汤总用
五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工作

的核心，分别是：精心（心态、
用心）、精品（品行、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职业规范）、精工
（发扬匠心精神、传承精神）、
精材（优选品牌、优惠主材）、
精服务（深化服务、持续性服
务、增值性服务）。同时汤总也
提出，思想统一、目标一致，行
动一致才能打造百年品牌。企
业要延续发展，不应该只关注
产值，更要关注价值，而在老
百姓更重视品质的时代，好的
企业内涵则是企业发展的源
动力。
李增勇

征集家装投诉线索
房屋装修的相关投诉历
来都是工商部门、消协处理
的重灾区。临近“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北京晨报·
家居周刊》特向京城业主征
集线索，为装修户答疑解
惑，为家装纠纷提供解决方
案。无论是建材产品的售
前、售中、售后难题，还是家
装各环节中“揪心”的事、“扯
皮”的事；无论是遇到了互联
网家装的坑，还是挑选家具

的环保、质量问题，您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与北京晨报记者
联系：
1.拨打热线 87169180、
18802218769（工作日每天
上午 10点至下午 5点）
2. 发 送 邮 件 至
bjcbjiajubu@qq.com
3. 加微信号：bjcbjiaju
关注“北京晨报家居好声音”
微信公众号
4.加 QQ：664934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