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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涉及哪些，家庭装修、家具配
置、电器摆放……这场和居室有关的“持
久战”让很多人“痛并快乐着”。一个新
家诞生前，需要去很多装修公司、家具
店、电器店，跑N家比价、挑选、购买、
安装……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七都，
这些家居购置需求都可以满足，一站式购
买全屋家居产品。

多年来，七都镇始终专注于高质量发
展，以系统化思维谋划家居产业发展全
局，全力推动家居产业层次向更高水平攀
升，不断优化完善大家居产业链布局，努
力实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高。
如今，七都镇已形成“小企业”众多的

“大行业”，共有200多家家居企业，包括
木门企业、木地板企业、家纺企业、室外
家具企业、铝合金门窗企业等，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融合，七都家居
产业逐渐走向“大家居”与“大消费”融
合时代。

资 源 整 合
开启家居新零售

走进卡思摩国际家居生活中心一楼展
厅，便能看到多个品牌的独立展厅，展示
着不同功能、材质的木制地板。“一楼和
二楼主要售卖进口地板，包括实木地板、
地热地板、软木地板、防水地板等，市面
上可以看到的地板，我们这里全部可以找
到。”卡思摩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
建华介绍，他早先就是地板生产商，发觉
地板市场同质化竞争较大后，就想走一条
不一样的路，在考察完欧洲、东南亚地板
市场后，顾建华找到了自己的路——整合
全球地板领域富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因
此，现在展现在记者眼前的便是一个聚集
了全球各地高端地板的综合展示销售馆。

放眼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整屋定
制、一站式购买肯定是行业内最显著的发
展方向。2017年起，卡思摩国际家居生
活中心的展示厅也随着这个理念一步步丰
满，三楼的家具中心、四楼的厨卫中心、
五楼的睡眠中心，还有正在建设的休闲中
心，顾建华的“大家居”中心渐成模
型。

但是，这离顾建华心中所想的“大家
居”还有一定差距，他希望消费者来到卡
思摩国际家居生活中心，可以一站式解决
所有家居问题，这就要求他们提供设计、
装饰、材料、售后等全流程家居服务。

“我的目标很明确，现在也朝着这个目标
发展，正在引进一些装饰公司，进一步整
合各类资源，不断完善‘大家居’理
念。”顾建华告诉记者，明年再来到这
里，一定能见到设计、产品与服务一体的
家居购物中心。

质 量 为 先
木作企业蓬勃发展

走在七都的街道上，总能看见几家门
窗、家具店，这与七都发达的木制家具产
业有关，30多家木门企业、40多家木地
板企业、10多家室外家具企业与20多家
门窗企业汇聚成七都特色的木制家具市
场，过硬的质量与优惠的价格，让七都本
地人购置木制家具不出七都，甚至成为周

边地区居民购置家具的首选之地。
从一家专做木门的企业不断发展成木制

家具全屋定制的综合木作企业，在七都，江
苏金丰木业有限公司的崛起可以说是镇上众
多木制家具发展的缩影。

初心在方寸，咫尺在匠心——这是金丰
木业成立近30年始终如一的坚守，也是消费
者始终认可的原因。一扇门，生活中随处可
见，但做好一扇门却不容易。“光靠嘴说质量
有多好是没用的，要用数据说话，我们金丰
木业生产的木门是纯实心填充，门里只留3
毫米的伸缩空间，重达90~110斤，普遍高
出市面上的门15~30斤，因此需要三个合页
固定门的位置，还需要37毫米的门套板做
门框，厚实的门板可以很好地达到隔音效
果。”金丰木业销售经理赵明星调侃说，很
多装修师傅知道要装金丰木业生产的门时，
都很想拒绝，因为门太重了，安装步骤也繁
琐一些。

作为“重量选手”的金丰木业通过长期
发展在行业内积攒了良好的口碑，也让他在
扩展市场做家具全屋定制时占足优势，迅速
打入市场。现在，消费者来到金丰木业可以
定制衣柜、鞋柜、橱柜、电视柜等木制家
具，完全满足家中所有木制家具的定制需求。

用 户 至 上
工厂直销价享“上帝”服务

“我家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的，我应该挑选
什么样的窗帘？”“欧式风格的话，我建议客
厅里用欧花刺绣雪尼尔或者绒布，如果您不
喜欢大花型刺绣，可以选择纯色布料加刺绣
花边；现在卧室窗帘都流行纯色布料，或者
根据喜好进行拼色，里面还会加一层遮光
布，有利于提升睡眠质量。”在七都镇吴江明
珠纺织有限公司展厅内，窗帘零售部经理徐
磊正和上门的客户介绍着窗帘的挑选，并提
醒客户要留足20厘米装双轨道的空间。周到
的服务和细致的提醒让来到工厂挑选窗帘的
客户十分满意，频频点头。

除了“顾客就是上帝”的服务外，工厂
直销价也是明珠纺织最大的竞争力，让他在
七都100多家家纺企业中脱颖而出，让大量
客人“知道”，并选择明珠纺织。“用直白的
话讲，厂家直销就代表着我们生产的窗帘出
了厂门就进家门，少了中间环节。因此，我
们的窗帘价格会比市面上低50%~80%，客
户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徐
磊介绍，为了让客户可以一处买到全部窗
帘，除了客厅、卧室等布料窗帘，他们还提
供厕所等地用的百叶窗，尽量满足客户的需
求。

如今，“厂家直销+个性化定制+一条龙
服务”已不是明珠纺织一家的选择，也是七
都众多家纺企业的共同选择，在提供丰富产
品，满足客户多样需求的同时，也大大提高
了客单量。靠着口口相传的高性价比，七都
家纺企业逐渐走出了一条“生产+销售”的
道路。

七都镇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黄良驹告诉
记者，接下来，七都镇准备启动“政府+联
盟+公司”三位一体的泛家居产业运作模
式，以“线上平台+线下体验馆”形式走向
市场，将传统家居产业向产业链两端持续延
展、向价值链中高端大步攀升，进一步加快
构建特色鲜明的七都家居产业集群，走出转
型升级之路。

本版摄影：潘岚 颜贝贝

N家“痛跑”不如一地“乐购”

家居全产业链
在七都生长开花

融媒记者 颜贝贝

“大家好，我是七都镇党委书记肖
军，为‘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
经济品牌代言，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关注
并选购七都的家居建材产品。”在“繁
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经济品牌暨
七都镇家居建材工厂直购会启动仪式
上，七都镇党委书记肖军亲自为“繁华
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经济品牌代
言。

直播间里，肖军亲切地向网友们打

着招呼，希望广大网友多了解七都的
特色家居建材产品，有装修需求的网
友可以购买七都的家居建材产品。这
不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也点燃了
直播间的氛围，直播间的评论高呼：
买买买！不少市民纷纷在留言处竖起
了大拇指。

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繁华
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经济品牌暨七
都镇家居建材工厂直购会是七都镇积极

响应吴江区发布的“姑苏八点半·繁华吴
江夜”夜间经济品牌，打造的具有七都特
色的夜经济活动，旨在整合七都家居企业
资源，服务企业发展，满足品质化、多
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繁荣七都夜间
经济，加快促进疫后消费回补升级，达
到以活动带动实体、以营销带动消费、
线上线下相结合、实体经济复苏与城镇
品牌打造相结合的目的，拉动市场消
费、繁荣城镇经济，全面促进七都产业

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七都人率先

走上创业兴业之路，是吴江历史上出名的
工业强镇。现今七都镇工业经济发达、前
景广阔，主要以光电缆、新型建材、有色
金属加工、纺织业及智能制造业为主。此
外，经过20多年发展，七都还形成了门
类齐全、产品多元的家居建材产业，有金
丰木业、固友木门、明珠纺织等知名品
牌。

书记带货 为夜经济品牌代言

本报讯（融媒记者颜贝贝）活
动刚刚开始几分钟，卡思摩家居的
销售处便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成交
了“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
经济品牌暨七都镇家居建材工厂直
购会的第一笔订单。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的购买
者是一位苏州客人，了解到这次活
动的优惠信息后刘冰特意赶到七都
进行选购。“我家最近在装修，一
直在了解家居建材产品，有意买一
款地板，正好看到商家发来这次活
动的信息，就很期待活动的开
始。”刘冰告诉记者，来到活动现
场后，她没有去别的地方，直接来
到木地板展厅了解心仪地板的促销
信息。

经过了解，刘冰想要购买的这

款地板在本次活动中可享7.5折的
优惠，想到这款地板平时连8.5
折都不会有，她立马拍板买下
这款地板。现场敲定了尺寸
与上门服务的时间。“为什
么我会这么快决定购买这款
地板，还有两个小原因。
平时，这家店是不包安装
与运输的，这次活动中，
他们特别送了这两项服务，
让我特别心动，立马就下单
了。”刘冰补充了促使她火速
下单的原因。

购买好地板后，刘冰还走到
其他商家的展位前进行参观、挑
选。刘冰认为，她在装修新家，很
多家居建材产品都必须要添置，就
想趁着这次活动多买一些家居建材

产品，这样也能省下一笔不小的
钱。

劲爆活动促火速下单

本报讯 （融媒记者颜贝贝）
“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经
济品牌暨七都镇家居建材工厂直购
会的活动现场，灯火通明、人头攒
动，大量消费者穿梭在不同展位之
间，为新家购置家居建材产品，其
中，大部分前来参加活动的消费者
都是七都镇的本地居民。

在明珠纺织的展位处，邢宇浩
在销售人员的介绍下挑选着窗帘，
边挑选边询问着不同窗帘布的材质
与区别，同时也向销售人员咨询着
专业的问题，比如窗帘轨道的预留
空间、卧室遮光布的挑选等。“因
为家里在装修，我最近一直在挑选
家居建材产品，但大多数是前往门
店或者网上进行挑选。作为七都
人，我之前都不知道七都本地就有

定制窗帘的厂家，不仅离家近，
价格也便宜。”邢宇浩告诉记
者。了解完产品的质量与价格
后，他留下了家中地址，以
便工作人员上门测量、设
计、安装。

来到明珠纺织之前，
邢宇浩刚刚在卡思摩家居
的展位处购置了一个智能
坐便器的盖子，低于市场普
遍价格的促销价让他十分满
意。“其实，这次活动让我收
获最多的就是，发现我们七都
本地就有很多家居建材企业，我
们的装修需求完全可以在当地满
足，上门挑选也很方便，而且企
业也提供上门服务，根本不需要跑
到各个地方挑选不同产品，也不需

要漫无目的在网上搜索。”邢宇浩
说。

本地人带动本地购

本报讯（融媒记者颜贝贝）在
七都镇“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
购”夜经济品牌暨七都镇家居建材
工厂直购会的现场，一处用玻璃金
属搭建的阳光房吸引了大量市民的
关注，忍不住走进去参观，这便是
兴华梁门窗的展位，商家用直观的
产品代替展位。

记者来到兴华梁门窗的展位
时，销售人员正在为客户填写信息
表，填写完信息后，客户还支付了
一笔定金。“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组
织的这场活动，让我们有了一次展
示的机会，可以让客户直接看到产
品的成型，让他们可以放心选
购。”兴华梁门窗总经理周正华激
动地告诉记者，他们刚刚签下了一
个20多万元的大单，承包了2个
阳光房的搭建。

周正华介绍，此次活动，他
们也准备了优惠力度特别大的
产品，原价880元一平方米的
阳光房，现在只要580元一
平方米，原价 600 元一扇
的窗户，现在只要 500 一
扇。如果客户在此次活动
中定制了阳光房，总体价
格 会 比 平 时 降 低 至 少
30%。此外，他们会根据
客户的需求，及时提供上
门服务，包含测量、设计、
运输、安装等，并提供终身质
保。

“我们家做的阳光房有一个特
点，可以对雨水槽进行加高，这
样就不会形成积水，避免出现漏
水问题。”周正华一边拿着材料样
本，一边介绍。谈话间，一位客

户也在参观后决定购置兴华梁门
窗制作的阳光房，并现场支付了
定金。

大额订单让商家首战告捷

融媒记者 颜贝贝

活动花絮

慢慢复苏的夜经济，要吸引人，关
键是要打动人。

当七都非遗代表项目《太湖渔歌》
响起时，观众们纷纷驻足聆听，沉醉在
歌声中。“双手提活生、旦、净、丑千
般态，一口唱妙喜、怒、哀、乐百样
声。”声情并茂的七都非遗绝技昆曲木
偶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

活动期间，所有窗帘赠送定型烫，
订单总价超过6000元享8.8折优惠，订
单总价超过10000元享8折优惠；原价
5250 元的进口牛皮床，惊喜价 2800
元，原价13650元的沙发组，惊喜价
4980元……活动现场，卡思摩家居、
明珠纺织、金丰木业、固友木门、新
富豪科技、杰凡尼家具、兴华梁门
窗、百富豪家具、永亨铝业等9家家

居建材企业纷纷出招，各显神通，吸
引消费者挑选并购买。

“为了吸引更多客人，我们推出了
很多促销活动，比如满20000元送品
牌微波炉一台，满40000元送指定床
垫一张，满60000元送戴森吹风机一
台，满80000元送戴森空气净化器一
台，满120000元送65英寸电视机一台
等。此外，现场下单的客户，活动后，
我们还会根据客户需求免费上门进行测
量、设计。”百富豪家具销售经理沈菲
菲介绍。

“家里差不多都装修好了，书房正
好还缺一张办公桌，我看这一个就不
错，今天的价格也很优惠，要么我们就
买这一个吧。”在新富豪科技的展位，
一对夫妻正站在一张办公桌前商量。商

品促销、限时抢购、现场抽奖等优惠活动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在各个展位穿梭、挑选
商品。

活动开始没几分钟，卡思摩家居便成
交了本场活动的第一笔订单，一位来自苏
州的客户购置了一款木地板。记者询问
后得知，各个商家均有不同的订单成交量
和咨询量，其中，兴华梁门窗现场签订了
一笔价值25万元的阳光房订单，优惠的
价格让客户十分满意。明珠纺织的窗帘产
品被大量七都本地人所知道，纷纷前来咨
询、购买，并留下地址预约上门测量、设
计的时间。

美食动人心。在外场的美食区域，
各个美食摊位前都聚集了很多市民，不
少市民拿着前期抢购的美食优惠券在美
食摊位前挑选着心仪的美食，非遗美食

大头菜、熏豆茶，网红美食龙虾、绿豆
汤，本地特色美食糕点、汤团、酱菜……
各色七都特色美食满足了不同“老餮”的
口味，让忙于抢购的市民能够吃饱“再
战”。

虽然外面下着雨，但这一点也没有影
响大家对美食的热爱。“因为糕团卖得太
快了，我还回家重新做了第二批。”糕点
摊位的阿姨说。其他摊位前也聚集了很多
挑选、购买、品尝的市民。市民王先生告
诉记者，他在里面挑选了1个多小时，走
得特别热，正好出来喝一碗绿豆汤凉爽一
下，然后再买点小龙虾、糕团带回家，这
种购物模式真是太舒服了。据了解，仅启
动仪式当天，所有美食摊点的成交量超万
元，直至线下活动结束，共售出美食近3
万元。

线下展示 花式促销引爆全场

繁华的夜经济，不仅发生在线下，
同样也发生在线上。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卡思摩家居提供的直播间特价产品——
天然乳胶垫，原价7560元，直播间特
价1999元，心动的观众赶紧下单抢
购，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直播间
内，主持人来到一家家参展企业，热
情洋溢地介绍着直播间的福利活动，

向没有来到现场的市民介绍着现场活
动。

记者发现，不仅线下展会人头攒
动，线上直播间也热闹非凡。“这个
床垫是什么尺寸？”“这个沙发还有
别的颜色吗？”“这个价格是一张床
的价格吗？包不包括床头柜？”直播
间内，有不少网友向直播主持人询
问产品的详情，主持人也会把网友

的问题带给商家，让商家为广大网友
答疑。

就在此时，主持人突然说：“大家注
意啦，直播间马上要发红包了，大家赶紧
准备抢红包。”这句话瞬间将直播间的氛
围推向高潮，引起了网友的一致留言。直
到直播结束，当天共有2.7万人次进入直
播间观看主播直播带货。

与此同时，东太湖商城的线上销售也

开启，9家参展商家一起把优惠活动“搬
到”了网上，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可以通
过网络购买到此次活动的促销产品。网友
们点进活动页面，就能在最顶端看到9家
商家的展示，点进任意一家就能查看该商
家展示的特价产品，商品图片、名称、促
销价一目了然，点击商品还能查看商品详
情，让不能来到展会现场的消费者也能轻
松购买。

线上销售 直播开启销售新风口

销售人员为客户销售人员为客户
填写信息填写信息。。

书记为夜经济品牌代言。 领导参观活动现场。
昆曲木偶表演。

市民购买七都特色美食。

直播间带货。

市民参与夜经济活动。

卡思摩家居木地卡思摩家居木地
板展厅板展厅。。

邢宇浩完成订单签订邢宇浩完成订单签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进入夏季后，气温渐渐攀升，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转好，不少商家延长了营业时间，恢复

提供夜间消费产品，七都的夜晚也聚集起不少人气，多了一丝烟火。

5月29日晚上，随着“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夜经济品牌暨七都镇家居建材工厂直购会的启动，通过线下展

示、线上销售、书记带货等活动的加持，这一丝烟火迅速蹿上夜空化为烟花，照亮七都夜经济。

书记带货 线下展示 线上销售

“繁华吴江夜·七都欢乐购”点燃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