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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正是家装好时节
荆门晚报记者 陈兴国

装修是家庭大事， 也有很多讲究。
要想装出舒适满意的新家 ， 装 修 的 时
节也很重要。 业内人士表 示 ， 冬 去 春
来，气温回升，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屋是
有一定优势的，如果选择时机，不容错
过春季。
据介绍，春季气候适中，天气保持温
暖不会太冷太热，涂料干得比夏天快，可
以缩短工期；因为天气不会太冷或太热，
也不会影响装修人员的工程进度。 对家
装的重要材料——
—木材来说， 过高或过
低的含水率在气温产生较大变化时，它
的热胀冷缩就会非常的明显。 春季空气

湿度高，但也容易通风，木材的含水率可
以维持在 8—13%这个安全区域之间。 而
且春季的空气流通、 空气的湿度都是非
常有利于油漆等涂料附着在墙面等。 不
像夏天涂料干得快， 很容易造成完工后
变形；秋天气候太干，附着力差，墙面容
易起鼓；冬天干的太慢，影响工期。 粘贴
瓷砖的砂浆、水泥由于温度及湿度适宜，
会粘贴得更加牢固， 能够提高家庭墙地
面的耐用性。
此外，经过春节假期的休整，装修人
员精力也比较旺盛，不会出现疲劳作业，
既可提高施工质量，又可避免安全隐患。

而新年伊始，很多装修公司为了抢业务，
会推出一些促销优惠活动， 建材市场也
会将去年没销完的材料打折销售， 这些
春季促销活动恰好能为业主节省不少装
修费用。
但业内人士也提醒市民，春季装修也
有些注意事项不能马虎。比如由于春季雨
水较多，室外湿气重，容易导致室内发霉、
潮湿， 这就要选择恰当的时候通风换气，
排出室内的湿气。而一天之中最潮湿的时
候是早上和夜间，通风时要避开这两个时
间段。 尽量要避开阴雨天气刷油漆，因为
雨天的话，板材上会出现一层水汽，油漆

会改变性状和颜色，对装修质量影响比较
大。春季进行瓷砖选购时要注意瓷砖的含
水量，吸水率小的瓷质砖在春季昼夜温差
变化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裂纹。春季装修铺
木地板时，一定要请安装工人留下足够的
伸缩缝隙，这样在夏季来临时，地板才不
容易起翘。
而家装时会大量使用油漆、涂料等易
挥发的液体，如果室内通风不良则会使这
些气体堆积在室内，挥发的气体与空气混
合形成易爆的混合气体，遇到明火容易燃
爆。 因此，防火也成为春季家装过程中需
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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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德能舒适家居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室内舒适环境解决方案（采暖地暖、中央空调、新风除
尘、中央净水、智能家居、中央热水）的家居系统工程公
司。
公司经过 10 年发展，现公司旗下代理德国博世壁
挂炉、万家乐壁挂炉、美国约克中央空调、美国 3M 净
水、 德国曼瑞德中央新风及中央除尘系统、 德国艾兰
斯塔智能家居系统、 美国克莱门特地源热泵系统等众
多顶级品牌产品。 德能舒适家居致力于舒适家居系统
行业高新技术的开发普及应用， 舒适家居系统产品的
销售安装及售后，引领舒适家居行业潮流风尚。
公司拥有专业的管理人才和优秀的设计团队， 也拥
有大批掌握着精巧工艺的技术工人，更有一支管理高效、
服务一流的专业营销队伍， 为客户提供了满意的服务和
（德能）
售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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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木家具 双星闪耀

帕莱德门窗：节能环保中国行

欧木轩全实木家具来自家具之都——
—广东东莞厚
街艺林家具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拥有自己的
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引进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先进
木加工机械设备，严格按照欧洲标准生产，主打无毒害
绿色家具，天然环保。 现作为国内的一线品牌和实木家
具的标杆企业，欧木轩一直致力于精品家具的设计和制
造，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
欧木轩紫金榆木系列实木家具，作为欧木轩旗下众
多系列之一，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木材选用俄罗
斯高寒地区生长的紫金榆木，纹理和鸡翅木相似，材质
坚硬， 是上好的家具木材， 油漆选用可食用的水性 PU
漆。 欧木轩全面超越传统家具的 E1 级环保标准，实现
了无毒害（绿色）产品认证环保性能级别。
星河木匠来自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广东佛山
地区，是家具界升起的一颗新星，其产品在市场广受欢
迎。 星河木匠乌金木系列产品，选材来自非洲加蓬和喀
麦隆，木材光泽强，材质坚硬，花纹美丽，产品的每一处
细节都流露出华贵浪漫的优雅，深受广大工商界成功人
士的喜爱。
荆门大家装欧木轩星河木匠直营店竭诚为荆门地
区广大消费者提供精品实木家具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欢
（陈慧）
迎光临和致电垂询！

帕莱德公司始创于 1995 年，是国内最早、规模最
大的生产铝合金门窗的企业之一。 帕莱德门窗于 2001
年研发出国内首创仿木铝合金门窗系列， 从而引发国
内厨房、卫生间、阳台、隔断等室内门革命，成为行业内
绿色环保、典雅时尚、科技创新的领跑者。
公司产品现已汇集推拉窗、平开窗、平开门、折叠
门、吊折门、吊趟门、推拉门、电动百叶窗、向阳房、幕墙等
一系列覆盖大部分室内外的门窗产品。 目前销售网络覆
盖并畅销全国各省、市、县大中城市，出口远销多个国家
和地区。 公司开通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71-7773，
全程为客户提供周到及时的服务。 公司产品具有设计科
学、质量可靠、款式新颖、绿色环保等优点，荣获“
中国节
能产品认证”
“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
红棉中国设计大
奖”
“
红棉中国设计至尊大奖”等多项权威性认证。
公司拥有德国、意大利等世界先进生产设备和自动
化生产流水线，公司严把质量关，在供应环节，对原材料
供应商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在生产质检环节，公司实行对
每一件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严格的自检、互检、抽检
（小帕）
的流程，力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完美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