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和室内装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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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InStyle Direct 在 2004 年创立，为业主、
房 产开发商和房东提供一站式的家具和室
内 装饰服务。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理念，提供在一屋檐下
的全面服务系列，包括家具和室内装饰方
案、室内设计和翻新服务。由公司内部的
室内设计和纺织品设计师、营建商、水管
工、木匠，以及厨房和浴室专家组成的团
队，带 来可灵活选配、时尚简约且美仑美
奂的系 列家居设计，适合不同需求和品
味。我们引 以为傲的成就，是通过提供此
无缝协调策 略与骄人工作效率，成功令房
产快速售出 或租出，取得理想利润。完美
施工将房产空 置期缩至最短，令业主获
得最高的租金收益，进而提升房产的资本
值。我们提供具成 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不
只节省客户的宝贵 时间和繁琐的自行采
购，同时让客户享有 最优质的服务。

   

Mansi Mehra 总监在 2010 年加入公
司。Mansi 才华横溢，热衷于房产的各
种室内设计项目，为房东和租赁投资者
设计和定制显赫豪华的室内设计，及领
导公司的日常业务操作。

从房产开发商、销售与租赁经纪，到房产
投资者和业主住客等， InStyle Direct 的
客户清单洋洋大观。让你的房产引人注
目，吸引优质租客，快速租出及获取最佳
租金，是我们的专长。一般上，我们可以
在 48 小时内供应和安装家具和室内装饰
配套，超过85% 由我们装潢的房产在一周
之内便已租出。

我们装潢的房产也快速吸引买家并成功售
出，而且售价往往比原价高出许多。一些
此前没有买家感兴趣的房产经我们团队改
头换面后，最終—获得理想結果。



4

时尚优雅的家具和室内装饰
方案 
让房产焕然一新，成为品味超群
的生活空间。我们广受欢迎的装
潢配套以设计为主导，将生活空
间打造成艺术精品。
 
我们提供两款不同的家具和室内
装饰配套。金阁雅庭系列带来简
约时尚，美观协调的标准家具配
套。钻辉华庭系列提供精选的优
质家具和装潢配套，突显高档房
产的优雅气息。

时尚雅致，美观与实用，是我们
所有配套的共同主题风格。

现代房产的内饰通常平淡乏味，
我们的目标是为房产注入新生
命，突显优雅别致，又以家具和
室内装饰配套，让客户享有更多
便利和节省开销，满足客户的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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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雅庭系列
粉金配套

粉金配套以柔和色彩为主，配以淡雅色泽，
悦目怡人。沙色沙发是整个空间的焦点，四
周家具淡雅温馨，营造宁静舒适的生活空
间。此色调完美搭配常见于新公寓的中性装
修，使空间更明亮，感觉更宽敞。

我们的金阁雅庭系列，配合公寓量身定制
品质卓越、美观协调的家具装潢配套，物
超所值，能提升您房产的租金和售价。金
阁雅庭系列分为 3 种主色调配套，让不同
的房产展现独树一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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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雅庭系列涵盖一切所需，营造美观协调及超现
代化的室内设计，最能吸引租客。系列带来精致的
现代格调，物超所值。

黄金配套

黄金配套的亮点是一套引人注目的摩卡色
沙发。整个空间以温暖的大地色系为主
调。搭配白色、灰褐色和奶油色等中和颜
色，让生活空间变得柔和温馨，是打造新
公寓成安乐窝的最受欢迎选择。添加色彩
活泼的软装饰作点缀，更显朝气活力。

白金配套

透过灰、白和黑的完美配搭，营造利落时
尚的现代化风格。亮白、石板和金属处理
的饰面，衬托灰色沙发焦点，当代格调鲜
明。更可按客户的品味，辅以鲜艳的软装
饰件，形成特出对比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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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卧室

£3,295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
1 休闲椅
1 餐桌
4 餐椅
1 咖啡桌
1 边桌
1 电视柜

卧室
1 张 5 尺床
1 张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单间

£2,900 起 + VAT

客厅/卧室
1 沙发床
1 休闲椅
1 餐桌
2 餐椅
1 电视柜
1 边桌

金阁雅庭系列
家具与装饰品
所有三个配套的主要家具与装饰基本
上皆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家具、软装
饰和摆饰的色彩各异，以营造出别具
一格的精美外观和感觉。经过我们设
计师团队的精细挑选，全力打造满足
客户要求的效果。



2 卧室

£4,295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
1 休闲椅
1 餐桌
4 餐椅
1 咖啡桌
1 边桌
1 电视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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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卧室

£5,295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和休闲椅/转角沙发
1 餐桌
6 餐椅
1 咖啡桌
1 边桌
1 电视柜

卧室 1
1 张5尺床
1 张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1
1 张5尺床
1 张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2
1 张4尺6床
1 张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2
1 张4尺6床
1 张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3
1 张4尺6床
1 张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金阁雅庭系列
可选额外配件
大部分客户皆选用我们的家具与
装饰配套及服务，特别是色彩丰富
的软装饰，以细心打造时尚精致，
实现舒适优雅，当代时尚的生活起
居。我们也提供厨房设备，床上用
品和毛巾，确保房产设备齐全，随
时可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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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摆饰配套
£550 每个卧室

手巾
浴巾
镀铬马桶刷/托架

浴室配套
单间 & 1 卧室：£75
2 卧室：   £145      
3 卧室： £180

*所有价格需另加增值税（VAT）。所示物件仅为展示用途。一旦双方约好交付和安装的时间, 则不可以更改。 如要变更, 必须在
约定的交付/安装的时间前48小时通知公司。 否则任何的取消, 更改或重新安排会产生相应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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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茶杯和茶碟/馬克杯
白色主餐盤
白色側餐盤
白色碗
不銹鋼刀座/刀
酒杯
玻璃杯
16 件餐具組
14 厘米不銹鋼奶鍋 
16 厘米不銹鋼平底鍋 
18 厘米不銹鋼平底鍋 
24 厘米不銹鋼煎鍋

厨房配套
单间  & 1 卧室：   £245
2 卧室 & 3 卧室： £295

圓筒式吸塵器
电水壶
烤面包机

电器配套
单间, 1 卧室, 2 卧室 & 3 卧室：£95         

床垫保护罩
中空纤维枕头（50 x 75 厘米）
白色聚酯纤维枕套
白色聚酯纤维床单
15 热阻值（Tog）中空纤维羽绒被
白色被套

床品配套
单间 & 1 卧室：£170    
2 卧室：   £340        
3 卧室： £510

小地毯
挂镜
台灯
靠垫
挂画/镶框版画
精选配饰

客厅摆饰配套
£745 每个客厅

靠垫
床头灯
床上盖毯
挂画/镶框版画
精选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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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辉华庭系列 
我们的钻辉华庭系列是高级周全的室内设
计，以及家具和室内装饰解决方案，通过
简易的配套形式，为客户提供质素优越，
及以室内设计为主导的装饰及配件。钻辉
华庭系列分为 3 种主色调配套，让不同
的房产展现独树一帜的风格。

香槟美钻配套

极致高雅，品味不凡。豪华沙色沙发，
布料优质精良，散发华贵气息，惹人注目，在色调柔和
软装饰的衬托下，更见气派。此柔美色调为现代化公寓
与阁楼的首选，与素净的地毯、白色墙壁和橡木地板配
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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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辉华庭系列提供的家具和室内装饰解决方案，采
购物件源于信誉可靠的供应商，品质卓越，精雕细
琢，让家居璀璨生辉。

巧克力钻配套

温暖素雅，氛围极致，享受舒适优雅的生
活空间。摩卡色沙发尽展华贵布料的高
雅，为超豪华装潢锦上添花，搭配白色、
柔灰和灰褐色调，更显非凡气度。加上软
装饰的色彩装点，营造独一无二的豪华
居停。

璀璨白钻配套

简洁利落，时尚高雅。奢华淡雅的灰色软
垫沙发是此配套的亮点，柔美流畅的线
条，凸显布料的雅致精良，弥漫简约优雅
风。色彩鲜明的精致软装饰，更显华丽生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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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卧室

£5,950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
1 休闲椅
1 木质/玻璃小餐桌
4 餐椅
1 木质/玻璃小咖啡桌
1 木质/玻璃小边桌

卧室
1 5尺布艺床(带床头板)
1 张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单间

£4,995 起 + VAT

客厅/卧室
1 沙发床
1 休闲椅
1 木质/玻璃小餐桌
2 餐椅
1 木质/玻璃小边桌
1 电视柜

钻辉华庭系列
家具与装饰品
所有三个配套的主要家具与装饰皆相
同。每个配套不同之处，在于家具、软
装饰和摆饰的色彩各异，以营造出别
具一格的精美外观和感觉。经过我们
设计师团队的精细挑选，全力打造满
足客户要求的效果。



2 卧室

£7,950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
1 休闲椅
1 木质/玻璃大餐桌
6 餐椅
1 木质/玻璃大咖啡桌
1 木质/玻璃小边桌

3 卧室

£9,950 起 + VAT

客厅/用餐区
1 沙发
1 休闲椅
1 木质/玻璃大餐桌
6 餐椅
1 木质/玻璃大咖啡桌
1 木质/玻璃小边桌

卧室 1
1 5尺布艺床(带床头板)
1 张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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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1
1 5尺布艺床(带床头板)
1 张 5 尺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2
1 全木框架床
1 张 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2
1 全木框架床
1 张 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卧室 3
1 全木框架床
1 张 4 尺 6 寸高密度承托床垫
2 床头桌



16

钻辉华庭系列
可选额外配件
大部分客户皆选用我们的家具与装饰配套及服务，以打造
时尚精致，时尚舒适的生活起居。特别是设计师造型配
套的软装饰，色彩丰富，独特雅致，为家居增添华贵氛
围。此外，我们也提供厨房设备，优质床上用品和毛巾，
确保房产设备齐全，随时可以入住。



刀座 & 刀具
平底锅套装
调味瓶套装
木砧板
刨丝器
开罐器
削皮器
开瓶器
滤锅
铲
木勺
茶巾套装
烤盘套装
金属架
玻璃烤箱盘

100%羊毛小地毯
人造纤维地毯 (此选项限于单间套房）
挂镜
豪华靠垫
一套挂画
小灯
精选时尚配件

一套挂画
豪华靠垫
豪华床罩/盖毯
床头灯
精选时尚配件

*请与销售人员联系以查看可用的升级
*所有价格需另加增值税（VAT）。所示物件仅为展示用途。一旦双方约好交付和安装的时间, 则不可以更改。 如要变更, 必须在约
定的交付/安装的时间前48小时通知公司。 否则任何的取消, 更改或重新安排会产生相应的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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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件碗碟套装
24件餐具套装
7件器皿套装
杯垫
餐垫和餐巾
盐&胡椒电动研磨器
酒杯
平底玻璃水杯

夹棉的床垫保护罩
弹力枕
白色优质纯棉枕套
白色优质纯棉床单
优质中空纤维羽绒被
白色优质纯棉被套

全棉无捻豪华毛巾套
十个衣架
浴垫

43英寸智能电视（提供最小尺寸）
Sonos 音响
电视柜（单间中不包括）

无绳吸尘器(款式可能不同)
蒸汽熨斗
烫衣板
电水壶
烤面包机

厨房配套
单间, 1 卧室, 2 卧室 & 3 卧室：£235       

电器配套
单间, 1 卧室, 2 卧室 & 3 卧室：£330餐厅配套

单间, 1 卧室, 2 卧室 & 3 卧室：£145

优质床品配套
单间 & 1 卧室：£240
2 卧室：             £480        
3 卧室：             £720

浴室配套
单间 & 1 卧室：    £135
2 卧室 & 3 卧室：£265

客厅摆饰配套
每个客厅
单间 & 1 卧室：    £1,455        
2 卧室  & 3 卧室：£1,525

卧室摆饰配套
£1,015 每个卧室

视听媒体配套
单间  ：£825         
1 卧室, 2 卧室 & 3 卧室：£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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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规划
完善利落
我们的作业流程精简流畅，效率卓著。我们
的专家团队特为个别客户量身定制，做出最
佳决策，确保所选家具和装饰完美搭配房产
的风格与氛围，满足客户期望的效果，无论
是快速租出、售出或享有梦寐以求的理想家
居，皆令人称心如意。

事实上，我们专家团队的专业才华和精湛技
艺，远超于此，因为他们已将装潢精雕细琢
成艺术。

步骤 1
 
客户提供平面图、房产地址、预算、目标（
租赁、销售或自己居住）及任何额外要求。 

步骤 2
 
我们呈上免费估价和建议。每位客户都是独
特的，因此我们将依照客户的个别要求量身
定制。此时，我们也与客户讨论可选额外配
件，例如配件、软装饰、厨房和浴室配套
等。

步骤 3
 
我们的设计师将根据客户回馈的信息，细选
和构建一个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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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我们的安装团队将装备所选家具与装饰。接着，
我们的设计师将作最后修饰，使房产随时可以让
租客观看或入住。在安装窗饰（窗帘或百叶窗）
等部分，我们将尽早获得您的同意以量尺码，否
则会在这个时候进行。窗帘平均需要额外两周装
上，临时窗饰也可依要求提供。 

步骤 5
 
将为房产进行专业摄像，并提供予您以保留记
录。 

作业流程皆经过精确规划，井井有条，完善利
落，绝不让您感到繁琐或不便。

作业流程将于缴付75%定金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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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设计让您
称心如意
我们为房主提供完美，灵活的室内设计解决方
案。以实惠的价格提供多功能的服务套餐，并
有各种各样的家具选择，以满足您的个人品味; 
我们甚至可以将外部采购作为服务的一部分*。

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将根据您的标准和预算进行
调整，选择最合适的家具套餐以最好地满足您
的需求并实现您想要的外观。 我们的定制套餐
和完整全面服务，提供了出色的、持久价值和
良好的品质，将超出您的预期。 

*从外部供应商处采购物品由他们自行决定，可能会影响交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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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具：
’无压力风格’

我们在私人租赁领域的丰富经验意味着我们具
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提供从单一单元房和学生
住宿到大型开发楼盘和企业项目，以设计为主
导的高端家具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快速，轻
松，完整的服务，包括：翻新，窗饰，装饰，
家具，家装的价格极具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此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我们的金阁雅庭和钻辉华
庭家具套装以设计为主导，可根据任何风格进
行个性化定制。 我们的“白手套”安装服务使
我们能够快速完成批量订单，并像对待单个私
人单元一样，注重细节完成多个项目。 我们提
供专业，优质，高端设计和无忧安装服务，即
使是大型项目，也始终如一的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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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定制家居
享受最优服务

“打造独有室内格调，提升房产
最大价值，无需庞大花费，即能
快速售出。””
 
Mansi Mehra
总监
InStyle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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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房产，第一个印象最重要，因为大部分买家或租客都是在首 2 分钟内作出决定。
鉴于丰富经验与专业，我们打造吸引人的家居，助您以最好价钱，快速将房产租出或
售出。我们通过精心构建和优质服务，按您要求打造适合销售或租赁的房产，确保您
的房产获得广泛的注意。同时以令客户喜出望外的实惠成本，提升房产的资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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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 Direct 
荣誉呈献

多年以来，由于提供优质室内设计服
务，我们在业界赢得显赫名声。房产
开发商、业主、经纪及业主住客等，
皆获得我们设计团队提供的精致施工
与创意装潢，而享有当代时尚，华丽
优雅的生活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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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我们成立专门提供定制服务的室内设计咨询顾问公司 ani M INTERIORS。
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卓越的室内设计，实现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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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精于为伦敦高档房产缔造奢华高雅的室内设计，包括公寓、示范单位、联
排别墅、精品酒店或整栋公寓。由专家组成的室内设计团队，透过丰富经验和创意为
客户打造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居，让客户拥有引以自豪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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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位于伦敦的设计工作室，每个定
制项目均由一位专属项目经理和一位设
计师亲自管理。他们的使命是确保定制
项目顺利和完善实行，充分利用可用空
间，创造出符合客户设计标准、实际要
求和预算的室内空间。亲自管理并以一
对一的形式致力为您服务，这种验证
有效及效果卓著的服务获得客户高度
赞赏。客户再次登门寻求我们服务的例
子，比比皆是，印证我们的服务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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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yle Direct 
的“标志性”
软装饰系列

灵活多变，专属定制，而且迎合时尚新
潮， 使公司的内部软装饰与配件系列，
为软装饰市场带来显著影响和改变，
成为英国家居室内设计界的最新趋势。

品牌成立于 2004 年，灵感来自全球时
装和时尚生活的最新潮流，品味广受媒
体赞誉。软装饰的所有产品系列，包括
精美的靠垫、毛毯、床品配套和桌布、
地毯、窗帘、百叶窗及配件等，皆采用
我们专属的优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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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软装饰产品均由我们内部的设计师设计，并采用最上等的丝、毛、亚麻、和
羊绒料。
 
“奢侈品从未如此物美价廉”- 伦敦标准晚报家居与房产（London Evening
Standard’s Homes & Property） 如此评价由公司独家制作，独具一格的“标
志性”软装饰设计，赞誉有加。
 
我们紧随当代时尚的节奏，完美结合实用功能与装饰元素，提升各种不同的家居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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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
一切包办，无须外求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安装，我们的内部团队
结合了营建商、卫浴厨房专家和室内设计
师，经验丰富，足以执行物业翻新的各方
面要求。

并且，我们将确保每个项目达到最高标
准，并在预算范围内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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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管理和进行全套翻新工程，包
括安设新厨房或浴室、接新线路、做地
板、墙粉刷，或甚至打掉隔间，成为广
阔的开放式居住空间。由于所有工程都
由公司内部的团队来做，我们可以确保
从头到尾符合相关法规，并且维持同样
高的工艺标准。
 

住宅房产
 
不只是房产投资者和开发商，我们的许
多客户包括屋主等等，也采用我们的专
业服务以拥有美观雅致及现代化的生活
空间。

商用房产
 
我们的内部团队对任何项目都秉持同样
的专业精神来对待，无论是小规模翻新
或酒店或整幢公寓的大型商业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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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饰配套
窗饰对整体居住空间的印象有着
重大影响，可说是点睛之笔，优
美窗饰令人刮目相看，反之则会
破坏居家的气氛。作为室内设计
师，窗饰是我们首先注意到的部
分。

我们采用色彩优美、图案精致的
布料，设计亮丽夺目窗饰，完美
搭配任何室内设计，缔造美仑美
奂生活空间。

我们的所有窗饰系列均由内部设
计和生产，旨在让客户以实惠价
格及比其他供应商更快速安装，
拥有华丽优雅的理想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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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证言赞誉
有加 

位于 Upper Park Road, Belsize Park, NW3 的
3 房住宅
 
“好极了 … 完全改头换面”

“… 完工后房子看上去好极了，从上到下重新装修 ...
前后花园改头换面。如果是由我们自己来安排翻新工
程，毫无疑问要花两倍时间，而且花费高很多。我
们认为，InStyle Direct 公司的服务水准卓越，无以
复加。我们乐于将他们推荐给任何需要整修房产的
人。”Nigel & Alison Jamieson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6 单位公寓  

 
“成本效益高，专业人士业主的一站式
选择”

 
“你们的服务在各方面都极优秀，对于意想
不到的问题深具建设性。你们的团队效率
高、胜任有加，我喜欢它给每户公寓所带来
的独特感觉和吸引之处。让我印象更深的是
你们的全面服务，从制作和安装地板，到窗
帘和家具，一应俱全，为专业人士业主提供
了一个具成本效益的“一站式 ”选择。” 
Neil Murray 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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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优良，无出其右 - Hampstead 房
产顾问赞誉有加

“InStyle 公司从 2005 年起给予我和我的
客户的优良服务，无出其右。从一开始设计
周到，接下来安装迅速谨慎，InStyle 一贯
提供美观的装潢、用料、和出乎意料的好价
钱。因此，我的公寓单位看起来美观舒适，
很快就找到好租客。租后的任何变更也都
能迅速和专业的处理。产品优良，服务优
良，超值划算。谢谢你。” A Casingena, 
Anthony Casingena 房产顾问事务所

整幢全新公寓立即租出：
Beaufort Park NW9

“感谢提供及时高效的专业服务，让我们的公
寓能立即租出。我们对此深感满意。”Y 
Ahlek 先生

装潢后 24 小时内成功租出
 
“我和租客都很满意装潢效果。你们提供的
服务非常优良、可靠和准时。我也很满意个
人化的专业服务。 ” R Sakthivel 先生



看一看
我们的总部和三个展示厅都在伦
敦，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或预
约洽谈。 

總部
倫敦西北
Studio 13, The Courtyard
100 Villiers Road 
London NW2 5PJ

電話：020 8964 1966

info@instyledirect.co.uk

 
切爾西展示廳
15 The Boulevard,
Imperial Wharf, Fulham,
London SW6 2UB

手機：07980 383 172

只接受預約

哈默史密斯展示廳
Distillery Wharf, Chancellors Road,
Fulham Reach,
Hammersmith,
London W6 9GX

手機：07813 102 842

只接受預約

九榆树展示厅
Unit C, Nine Elms Point, 6 Hebden 
Place London SW8 2LF

Mob: 07980 383 172

需要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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