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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检查装饰企业质量安全及市场行为

家装和公装市场情况基本良好
荆门晚报讯 （记者刘松）24 日下午，2017 年装饰企
业质量安全及市场行为检查情况通报会议在星球家居博
览中心召开，市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办公室、市装饰装修协
会以及各装饰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认真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建筑市场安全生产工
作的指示精神，切实抓好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安全文明
施工的督办落实， 加强对住宅装饰企业规范化管理，
提升住宅装饰工程质量水平，促进建筑装饰业的健康
发展，今年 8 月至 9 月，市建管处装饰办分别组织两
次专项检查活动，通过查阅工程安全技术资料、查验
各方责任主体到岗履职、相关管理人员和特殊工种人
员持证上岗及施工安全防护、临时施工用电是否符合
规范技术要求等方面对城区建筑装饰工程的安全生
产情况和住宅装饰企业施工的质量安全及市场行为

进行了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1.对
建筑装饰工程安全管理重视不够，施工现场隐患问题
较多；2.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安全文明施工水平低下；
3.从业人员持证率低，家装示范性合同执行效果差。 在
每一个项目检查完毕后，立即当面反馈，对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的施工项目下达整改通知。
市装饰办负责人表示， 通过家装和公装两个不同
市场检查情况来看，情况基本良好。 检查的主要目的是
促进装饰企业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帮扶和相
互提升。 各建装企业要切实规范市场行为，完善内部管
理体系，把抓安全生产当成头等大事，严格施工流程和
质量标准的落实，做到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文明施工、
安全生产，建优质装饰工程，树良好企业品牌形象，共
同推进我市建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装品牌招聘信息
安华卫浴诚聘：
1.销售顾问 5 名，女性，高中以上学
历，20—36 岁， 年薪 4 万—8 万元。 联系
人：13477565299 李经理；2. 业务经理，3
名，性别不限，高中以上学历，25—36 岁，
年薪 5 万—10 万元；3. 售后维保 2 名，女
性初中以上学历，35—48 岁，3500—5000
元 / 月；4.仓管员 2 名，女性，高中以上学
历，25—40 岁，2600 元 / 月以上。 联系电
话：15629768688 刘经理。

大自然门窗诚聘：
导购 2 名，女性，端庄大方，月工资
3000 元左右；业务员 4 名，男女不限，沟

通能力强，有责任心，月工资 4000 元以
上；CAD 绘图 2 名，女性，端庄大方，月
工资 3000 元左右； 安装师傅 2 名，男
性，月工资 4000 元以上；会计 1 名，女
性，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5071996888
王经理。

冠珠陶瓷诚聘：
销售精英和导购 10 名，年龄 25—38
岁，限女性；CAD 制图员 2 名，要求能熟
练操作 CAD； 售后服务员 1 名， 男女均
可，底薪 + 提成，月工资 2000—5000 元。
热情大方，有团队合作精神，月休 4 天，节
假日有补贴，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的

精彩， 期待你的加入。 联系电话：
18071380557 杜经理。

美尔凯特自清洁吊顶诚聘：
导购 5 名，业务员 5 名。薪资待遇：底
薪 + 提成，底薪面议。 要求：18—35 岁之
间，男女不限，热爱销售工作，思维敏捷，
良好的口才。有交通工具或会开车者优先
考虑，对销售行业有兴趣者优先考虑。 联
系电话：15629780188 刘先生。

帕莱德门窗诚聘：
销 售 顾 问 、 导 购 员 20 名 ，3000—
5000 元 / 月，学历不限，可接收应届生。
岗位职责：1.市场营销、管理类、广告类或

荆门大家装品牌展示

中国好家具——
—皇家爱菲

浙江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家具之都——
—
浙江省玉环县，是一家集设计、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实力
派家具公司。“
皇家”两个字令人联想到宫廷生活，有种奢
华的感觉；
“
爱菲”则令人联想到爱人和爱家。
公司旗下有铂珏（大法）、英伦 - 贝壳（简美后现代）、
宫（宫廷奢华家具）、老皇家爱菲（新古典）和倾城五大系列。
荆门大家装四楼皇家爱菲家具铂珏系列——
—法式古
典家具。 法式古典家具最早源于法国，因为这个国家非常
迷恋手工制作。 法国家具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概念，艺术
雕刻遍布街头巷尾，文艺气息充斥在各个行业。 因此，法
式家具的每一个细节无时不强调着尊贵，色彩绚丽，图案
精美，工序精细，将传统制作工艺与当代先进技术手段融
为一体，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巧妙利用黄金分割。
皇家爱菲家具用材考究、款式多样、配套齐全、线条
优美流畅，尽显雍容华贵，书写企业传奇的同时诠释出
全新的家居生活概念，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
求生存为宗旨，以建百年企业创国际品牌为目标。 皇家
（佳佳）
爱菲家具大家装店欢迎您的光临！

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2.有一定市场策
划能力，沟通协调能力；3.有较好的综合
素质及文化修养，敬业、有团队合作精神；
4.具有亲和力，较强的执行能力；5.熟练操
作 OFFICE 软 件 。 联 系 电 话 ：
0724-8880153 13886931788。

宝仕龙全景顶诚聘：
业务员 5 名，导购 5 名，店长 2 名。岗
位要求：1.吃苦耐劳，有团队合作精神；2.
有亲和力，有较强的沟通能力；3.有上进
心，服从领导安排；4.年龄在 25—40 岁之
间， 已婚已育者优先。 联系电话：
6099699 15327539933 许总。

本栏目由荆门大家装协办

舒达：86 年历史沉淀
制造世界一流床垫

尚品本色：为空间而生的
艺术木门

舒达是一家世界级的优秀床垫生产商，自成立以来
一直以
“制造世界第一流的床垫”为使命，意在为每位睡
眠者提供完美的睡眠。 舒达是床垫市场畅销品牌之一。
1931 年，由十三家独立的床垫生产商组建了 Sleeper Ins（睡眠者有限公司）；1932 年，首张 Perfect Sleeper 床垫正式诞生；1940 年，正式命名为 Serta Ins（舒达
有限公司）；1983 年，舒达在 Perfect Sleeper 中推出
“
连
续弹簧系统”，成为首个采用“波浪形海绵”的床垫品牌；
1992 年，舒达推出其专利设计的
“
舒柔绗缝层”；1996 年，
舒达研发出“边缘加固海绵”， 并在旗舰产品 Perfect
Sleeper 中使用；2006 年，舒达与全球瞩目奢侈品设计大
师 Vera Wang 共同推出 Vera Wang Serta 新品系列；
2010 年，舒达与全美知名企业家、地产富豪兼主持人拓普
先生共推出 Trump Home 新品系列；2011 年，舒达推出
了高科技睡眠系列 iComfort 系列， 一经推出便风靡全
球； 舒达在全球有 52 家工厂，108 个国际授权经销商，服
（舒达羊）
务于全球 192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
为空间而生的艺术木门”是尚品本色的品牌初衷，2016
年 11 月起，陈道明用其优雅气质演绎尚品本色的木门艺术，
他优雅且有艺术气息的绅士形象和在演艺事业中追求极致
的精神，都与尚品本色木门所提倡的品牌理念不谋而合。
选择尚品本色艺术木门的五大理由：一、艺术品位，
风格多样。 尚品本色木门风格多样化，注重色彩和款式
的搭配及装修整体效果；二、艺术木门，以环保健康为
主。 环保家具漆，不惜成本为品质。 表面涂装全为环保家
具漆，具有安全、健康环保、无污染、无辐射等优点。 科技
环保胶，深度呵护家人健康。 生产过程中使用水性环保
胶，采用高温热压的先进工艺；三、选材苛刻，高端本色。
基材优良，品质保障。 尚品本色木门选用的基材为东北
大径的经脱脂烘干处理的杉木。 相对于价格低廉的小径
杉木集成材，其韧性更稳定，质量更有保证。 天然加厚原
木皮，尽显原木气质，成品木门纹理层次清晰自然；四、公
司的生产设备先进，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制造
工艺严谨、考究，有全自动化油漆喷涂和轴突生产线，标
准化、机械化生产，产品的品质得到良好的保证。 隔音保
温，整体性能优越。 高级 PU 工艺，多层固化效果。 表面采
用高档的 PU 漆，在无尘喷漆房喷制，无苯、无氯、环保且
附着力、密封性、柔韧性、丰满性、耐磨性、耐黄变性等方
面都远远优于其他种类油漆；五、顾问式服务，周到专业。
尚品本色率先推行“顾问式服务”，售前从客户艺术风格
定位角度引导顾客选择合适的款式， 售中有设计师上门
实地测量，售后有训练有素的家装工程师上门安装到位。
一条龙周到服务，使
“
尚品本色”在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尚品本色）
让顾客真正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