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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冠宇） 2018
年度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力家装企
业和满意家居建材品牌评选结果出
炉。2018年度吴江“影响力家装
企业暨消费者满意家居建材品牌”
传媒大奖评选活动于2018年年底
启动，在经过读者及网友评议、投
票、专家复议后，评选结果已于日
前揭晓，本届传媒大奖评选中，共
有10家家装企业、10个家居建材
品牌获此殊荣。

2018年度吴江“影响力家装
企业暨消费者满意家居建材品牌”
传媒大奖评选活动启动后，经过企

业品牌自荐申报、市民提名推荐等
方式产生了38个候选企业和品牌。
组委会通过东太湖论坛以及吴报家
居微信公众号两大平台，就候选企
业及品牌向网友广泛征求意见，接
受评议并发起投票，引起了数万名
网友的关注，有近万名网友投出了
自己宝贵的一票。

日前，根据网友评议情况并结
合各企业、品牌获得的票数，组委
会通过最终决议确定了获选企业及
品牌。本次传媒大奖评选活动共评
出影响力家装企业10家，消费者满
意家居建材品牌10个。

2018年度吴江“影响力家装企业
暨消费者满意家居建材品牌”评选结果揭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体
厨房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然而
作为民生消费的重要领域，家用
厨房设备不但是消费热点领域，
也是消费者关注和投诉最多的领
域之一。

在近日召开的整体厨房行业
质量品牌提升行动启动仪式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
局副局长王海东表示，整体厨房
行业提升质量品牌必须要标准先
行，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
另外，整体厨房质量水平影响到
千家万户，必须要加强质量管
理。

王海东指出，整体厨房整个
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往往更加注重
设计，更强调个性化的需求，很
多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往往在
营销方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多，而
在生产制造里面花的精力比较
少。现在很多企业家认为整体厨
房行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
业，这些观念的认识使得这个行
业长期以来重设计、轻质量，重
营销，轻管理。现在是一个质量
的时代，整体厨房行业将来面临
的竞争也一定是质量的竞争。

据了解，家用整体厨房是近
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集成产品，
具有历史短、产品新，集成性强
等特点。近年来，个人的消费者
和房地产业对厨房设备的需求提
升拉动了整体厨房需求的大幅增
长。

但是，自2018年以来，受
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影响，再加上
资金萎缩、市场转型压力，整体
厨房渗透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行业的增长速度暂时放缓，行业
竞争加剧，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
已然显现。

“现在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消费群、消费渠道、供
应链、销售链都在改变。而且随
着消费群体年轻化，2020年或

将实现百分之百全部装修。”中
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石僧兰表
示，整体厨房是家里的核心、重
心，所以提升行动就是下一步整
体厨房行业，乃至全五金制品行
业的质量提升问题。要从细节做
起，才能提升质量，用三年到五
年的时间推出行业一批质量过
硬，消费者放心的家用整体厨
房。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
年新建住宅10亿平方米上下，
国内整体厨房设备市场拥有超
1300 亿的市场规模，每年以
15%的速度增长。出口情况，据
海关统计数据，2018年1月~12
月，厨房设备行业出口额为
24.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4%。

“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站式的
解决方案。”北京中怡康时代市
场研究公司品牌中心总经理左延
鹊介绍，2018年开始，整个厨
电、橱柜的融合迸发出新的思
维，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卖产
品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从制
造品牌的发展维度延展到渠道
商的变化。进入消费者家庭较
早的产品比如吸油烟机、热水
器，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占有
率，可能在2018年遭遇了市场
见不到的或者难以预料的同比下
行。很多新增的品类，比如净水
设备、洗碗机、嵌入式等新产品
却迸发出正向的同比上行的利好
增长。

九牧集团董事长林孝发则表
示，产业一定要抓住新的业态，
才有新的增长。中国的智能制造
迎来新消费，要更适应90、00
的消费人群来满足健康消费以及
智能消费、颜值消费。这些才是
真正达到新经济和新环境的适
应。现在的厨房要更健康的生活
质量，更舒适的人性化厨房环
境，来做喜欢吃的美食。

（据人民网）

重设计轻管理

整体厨房行业
亟待提升质量品牌

2018年度吴江影响力家装企业：
业之峰装饰
金螳螂·家
红蚂蚁装饰
星艺装饰
欧陆风装饰
美星装饰

华浔品味装饰
安得装饰
名雕装饰
悦腾装饰

（排名不分先后）

2018年度消费者满意家居建材品牌：
华通木业

欧派全屋定制
麦道全屋定制
斯米克瓷砖

索菲亚全屋定制
科勒厨卫

法迪奥不锈钢厨柜
三益家居港
八号公馆家居
华艺卫浴

（排名不分先后）

●掌握吴江家装建材市场最

新资讯

●学习家装知识

●掌握挑选建材技巧

●报名参加吴报家装考察团

（发送家装考察+真实姓名+

有效手机号码）

关注“吴报家居”微信扫一扫，
获取更多家居资讯

在家装世界里，一千个家有一千
种风格。为新家挑选配色、方案、风
格的时候，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
款？以下有个小测试，或许能快速帮
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家装风格。

1.如果你有一个出演电影的机
会，你会选择哪类角色？

A.偶像剧男/女主——2
B.黑帮霸气老大——3
C.喜剧里的整蛊专家——3
D.武侠剧里的侠客/侠女——2

2.你觉得女性穿什么样的衣服最
有女人味？

A.欧美时尚街拍——3
B.气质礼服——4
C.清新长裙——3
D.旗袍——4

3.夜晚睡觉你会选择哪种方式？
A.全黑的环境助眠——4
B.将床头的小夜灯开着陪伴——

5

4.你最喜欢听哪种音乐？
A.摇滚音乐——6
B.流行音乐——5
C.古典音乐——6
D.民谣——5

5.身边的人做什么事会让你觉得
最没素养？

A.穿得邋遢没形象——6
B.一开口就爆粗——6
C.拿别人东西当自己的随便用

——7
D.小气鬼/铁公鸡——7

6.给你一个足够长的假期，你最
想去到哪个地方玩？

A.欧洲——8
B.澳大利亚——7
C.日本——8
D.先玩遍中国再说——7

7.朋友约你去外面吃饭，你会推
荐吃什么？

A.牛扒意面——风格A
B.正宗中餐——8
C.韩国泡菜拌饭——风格D
D.建议回家做饭吃——8

8.如果抛掉所有的束缚和限制，
你周末最想做的一件事是？

A.泡杯咖啡看看书，享受假日
——风格B

B.去海滩晒两天太阳——风格A
C.不出门，将家里打扫得洁净如

新——风格C
D.到处走，拍下沿途风景——风

格D

测测你适合哪种家装风格
风格A：现代简约风格
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因此现代简约

的设计最深得你心。你处理每件事情，
都有一个清晰的目的，你看重质量和高
效率，并认为这两个特点高于一切。

你的家，毫无疑问反映出你的精明
能干，你喜欢简单清晰的线条，整洁有
序的表面，这样的家庭装饰，不会让你
分心，也更容易整理。

在简洁的现代风格居室中，一点巧
妙的修饰就能让空间焕然一新。越简单
的生活，越能给你带来好的心情。

风格B：欧美风格
处事灵活，喜欢直接开放的交流方

式的你，更适合欧美风格的家居环境。
对你来说，家是可以让你心安居的

地方。你拥有让家温暖起来的能力，你
最亲近、最爱的人珍惜并喜欢你的开
朗。你把家布置得很舒服、很有情调，
充满了智慧，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毫不
费力的。

欧美也分古典和现代两种大类别，
还有法式风格、地中海风格、北欧风格
等几大流派，其中地中海也很受欢迎。
在打造地中海风格的家居时，配色是一
个主要的方面，要给人一种阳光而自然
的感觉。主要的颜色来源是白色、蓝
色、黄色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最

纯朴的元素。

风格C：中式风格
做事中规中矩、考虑事情周全的

你，更适合中式风格。
新中式风格，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

素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大多采用对称式
的布局，用以营造清幽雅致的生活氛
围。中式风格给人内心带来沉稳、安宁
的感觉。

墙饰中最具个性的美学代表——背
景墙，在中式风格家装中的应用里比较
常见。人们喜欢它的清雅禅意，喜欢它
的庄重，喜欢那古色古香，带给人的无
穷回味。

风格D：混搭风格
善于社交、有目的性的你，对生活

节奏把握得当，你在处理事情、看待问
题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喜欢用自
己的双手打造自己的生活。

这种粗犷却不失细节，具有独特辨
识度的非常个性的混搭风格，为你枯燥
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当保守主义者
还在一味追求“和谐”的时候，“混搭”一
族却已经打翻了调色盘，摆脱沉闷，冲破
黯淡，让家的颜色变成某种生活状态的
写照。简洁却不失贵气的家，才是我们
追求闲适生活的温暖本意。 （综合）

“如何装修才能省钱又好看”是网友、尤其是年
轻一族十分关心的话题，其实，通过搭配软饰、添置
必要的家具就能打造一个清爽舒适的空间，风格多
样、轻巧便携的软饰产品要怎么搭配呢?一起来学习
一下吧。

挑 窗 帘 要看空间大小

窗帘从材料、工艺、功能等方面都有诸多分类，
选择窗帘的时候要根据居室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窗帘样
式。

小房间的窗帘最好选择简洁的式样，避免空间因
为窗帘的繁杂而显得更为窄小；大居室的窗帘最好选
择比较大方精致的式样。窗帘的尺寸，一般两侧比窗
户各宽出10厘米左右为宜，底部应视窗帘式样而
定，短式窗帘也应长于窗台底线20厘米左右为宜；
落地窗帘的长度一般应距地面2～3厘米为宜。

挑 地 毯 多种材质各有优势

年轻人租房，多以单间、一房、两房等小户型为

主，使用空间有限，不会有太多的坐具，一张地毯，既
能起到美化居室的作用，还能直接坐卧。

长毛绒地毯是割绒地毯中最常见的一种，绒头长度
为5毫米～10毫米，毯面上可浮现一根根断开的绒
头，平整而均匀一致；天鹅绒地毯绒头长度为5毫米左
右，毯面绒头密集，产生天鹅绒毛般的效果；长绒头地
毯绒头长度在25毫米以上，既粗又长、毯面厚重、显
现高雅的效果；平圈绒地毯绒头呈圈状，圈高一致整齐，
比割绒的绒头有适度的坚挺和平滑性，行走感舒适。

挑 床 品 面料一定要亲肤

一床色彩浓淡适宜、花色合意、手感舒适的床品，
不仅能让你的房间大变样，还能提高睡眠质量。

与身体皮肤接触的床单、被罩、枕套等，最好选择
纯棉、蚕丝面料，因为天然棉纤维具有很好的亲肤性，
吸湿透气强，安全舒适，无刺激性气味，保证睡眠安
全；花纹颜色按个人喜好选择，但要注意自己挑选的布
料是否会掉色；刚买回来的床品，以及即将收起的床
品，都应该进行充分的清洗晾晒，经常更换、晾晒床
品，可以有效减少螨虫，保持床品洁净度。

（综合）

家居织物巧搭配家居织物巧搭配 打造一个清爽舒适的家打造一个清爽舒适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