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已步入尾声，为迎接新一年的到

来，成都各大商场都准备了丰富的跨年庆典

活动。 作为来自泰国的C entral尚泰百货，为

欢庆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也准备了丰富

的活动！ 知名牛仔品牌D IESEL日前也在尚

泰百货店盛大开业。截至目前，尚泰已拥有

V ivienne� W estw ood、C ole� H an、C O C -

C IN ELLE、folli� follie、N O R M A N A 等多家

名品，D IESEL的入驻再次提升了尚泰百货

成都店的品牌时尚度。 据悉，2012年12月20

日至2013年1月6日期间， 顾客购满199元即

可获赠200元购物券， 商场的壹卡会员还可

额外获得20元全场通用礼金。 魅力女鞋、男

女服饰、 家居用品等众多品牌齐齐参与，珠

宝满1000元省200元现金， 化妆品限时满额

送券。

（沈雨霖）

明天就是冬至， 全国范围的沃尔玛

商场都推出了岁末促销活动，为顾客特意

准备了一系列冬至食品、 美味火锅食品，

还有均一价的节日装饰品、 新年礼物。此

外，沃尔玛上千种“省心价”商品仍在热

销中，让顾客省心购物。在四川、重庆、贵

州等部分地区， 根据当地饮食习惯和口

味， 沃尔玛还特意推出羊杂主题商品。为

了回馈顾客，全国范围的沃尔玛购物广场

还推出“岁末满额送”活动。12月21日至

23日，凡在四川沃尔玛购物广场购物满68

元，即可凭小票免费兑换清风粉红嘟嘟纸

手帕一组

（以店内海报或顾客服务台咨询

为准，赠品数量有限）

。

（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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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店7折 快来抢冬装新款

仁和此次跨年档最基本的活动就是实惠的折

扣———三店冬装全馆7折起！活动期间，顾客当日在

人东、 光华、 棕北三店单柜消费一次性累积满300

元，即可立省100元现金，满600元省200元，以此类

推，多买多省。而部分品牌更推出了满300元省120

元的活动。

为迎新特别准备的“抢彩头”活动，今年也

是惊喜不断。今年的跨年礼更分为5级，只要抽

奖，就有100% 中奖率哦！而仁和为消费者们准备

的礼品也非常之炫———仁和奥力健身体验卡、

仁和春天酒店房间、 仁和购物卡……既实惠又

显档次。

如果你是化妆和保养达人，本次跨年档也为你

准备好了囤货的理由：即日起至12月25日，顾客在

人东、光华、棕北三店化妆品柜

（含香水）

每满150元

返10元，满300元返20元，以此类推，多买多返；而在

人东、光华、棕北三店购买珠宝，也有惊喜折扣：一

次性累积满500元省100元，满1000元省200元，同样

多买多省。

人东店 各种加赠礼不停

人东店一直是仁和春天百货的标杆店，而

本次跨年活动， 人东的特色活动就是各种超值

的礼物加赠！“貂衣加赠” 专门针对爱美的女

性，只要在12月25日前，当日在人东店2、3楼购

貂衣，即可加赠8楼美颜坊美容美体券一张

（每

张收银条限送一张 ）

，每日限量15张，送完即止。

“女鞋加赠”更是力度空前，12月22日~23日，当

日在人东店- 1楼购女鞋一双， 即加赠皮具护理

中心免费皮鞋护理一次

（皮具护理券 ，价值

100

元 ）

，买两双送两张，以此类推

（每日限量

125

张 ，

送完即止 ）

。 如果你一直是各种化妆品的爱用

者，那么“化妆品加赠”就最适合不过，12月25

日前，当日在一楼化妆品专柜消费最高的顾客，

可获得秀薇儿养生美甲提供的价值2000元手部

护理储值卡。

除了针对丽人美女， 型男绅士们也有好礼相

赠。12月22日~23日，购买男士服装、皮具、配件满

1000元，即可凭收银小票至活动区参加型男绅士礼

抽奖活动。一等奖是中石化加油卡1000元一张

（每

日限量

3

张）

；二等奖是中石化加油卡200元一张

（每

日限量

20

张）

；最基本的参与奖，是春天咖啡饮料免

费券一张。

光华店 优惠买赠力度大

仁和春天百货三店同庆的2012~2013年跨年活

动昨日已经正式登场

（详见昨日本报购物版报道）

，

为避免与成都市各大百货卖场进行同质化竞争，光

华店拿出了多重独家活动与大家分享。

各种派对和聚会在这个月蜂拥

而来，想必你也正在积极准备。抢眼

的精致妆容肯定少不了，屈臣氏为此

专门推出一系列性价比超高的彩妆

和护肤品， 为你的节日扮靓助力。比

如屈臣氏骨胶原矿物丝滑柔亮粉底

液、骨胶原防水眼线笔等都是不错的

选择。

同时，屈臣氏专门打造的趣致可

爱的玩偶饰品和小物件也全部上柜，

能让你这个新年更添可爱动人的魅

力。“有一个憨厚可爱的家伙也说要

跟大家一起欢乐，那就是人见人爱的

Snoopy。”现在，只要光临屈臣氏各

大门店， 可爱的Snoopy化身耳罩、靠

枕、保温杯等多款萌物，让你温暖一

整个冬季。 此外，Snoopy还调皮地跑

进了i蝶儿，即日起，只要下载i蝶儿

A PP，捕获指定的蝴蝶并填写相应的

信息， 就有机会获得Snoopy礼品。是

不是心动了？快到屈臣氏牵走属于你

的Snoopy吧！

另外，屈臣氏还为大家带来各类

精美礼品以及给力促销活动。在12月

22日至28日期间，会员凡买满200元，

即可获得屈臣氏送出的感恩好

礼———屈臣氏燕窝丝炫亮白护肤小

套装。

成都商报记者 彭运

缤纷跨年

仁和三店齐掀高潮

到屈臣氏淘精美节日礼

仁和春天百货三店同享的盛大跨年活动经过一周

的酝酿， 日前正式进入圣诞和元旦两节同庆的高潮。而

人东店和光华店依然是跨年活动的绝对主角。昨日记者

从仁和春天市场推广部获悉，人东店光华店为跨年推出

的“时尚新纪元”活动各有亮点！

即日起至

12

月

25

日， 光华店所有珠宝

品牌全面

6.8

折起，珠宝柜买即送礼，部分

钻石、翡翠折后再送黄金。周大福

12

月

22~

25

日黄金每克优惠

20

元； 施华洛世奇更推

出独家活动： 顾客当日在光华店施华洛世

奇专柜消费一次性累积满

2000

元送

100

元

光华店百货全场通用券，满

4000

元送

200

元

光华店百货全场通用券，多买多送。

a

珠宝全面

6.8

折起

顾客当日在光华店

1F

精品、 服装类满

5000

元加赠

200

元， 满

10000

元加赠

400

元，

以此类推，多买多送。参加品牌包括

VER鄄

TU

、亚历山大、

COACH

、万宝龙、林宝坚

尼 、

ZEGNA SPORT

、

CERRUTI 1881

、

EMPORIO ARMANI

、

BURBERRY

、

BOSS

、登喜路 、都彭 、雅格狮丹 、纪梵希 、

WEEKEND MAXMARA

、宝姿等。

成都商报记者 沈雨霖

b

国际奢品满

5000

元加送

200

元

尚泰百货跨年贺礼多

沃尔玛低价促销迎新年

岁

末

淘

货

史努比暖手包

史努比吹气靠枕

骨 胶 原 矿

物 丝 滑 柔

亮粉底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