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文乐 压轴狂欢夜

凯丹广场自开业以来， 一年一

度的跨年狂欢早已经形成了口碑效

应， 今年将再掀热浪———香港著名

演员、 歌手、 模特余文乐将压轴登

场。

跨年狂欢夜将于当晚8点准时

开始，激情动感的乐队表演、让人目

不暇接的荧光水鼓、 华丽

魅惑的大牌秀场、 性感

撩人的“维多利亚的

秘密” 模特秀、异

域特色的非洲手

鼓、 大气磅礴的中

华墨舞、 滑稽幽默

的卓别林魔术、时

尚刺激的激光舞蹈

等。

当晚作为压轴嘉

宾登场的余文乐， 将与现场

观众一起倒计时跨年， 另外晚会现

场还将开展一系列抽奖活动， 奖品

丰厚， 最高可得价值过万的名牌珠

宝、50寸彩电、全自动洗衣机等品牌

大家电、迷尚豆捞千元储值卡、雪地

靴千元提货券等。 消费者只要凭借

专属邀请函就可以进场与余文乐互

动。凭借2002年参演《无间道》火速

上位的余文乐，被誉为继谢霆锋、吴

彦祖之后香港又一新生代接班人。

2010年拍摄《志明与春娇》广受好

评，2012年拍摄《春娇与志明》第二

部，剧中张志明一角深入人心，受到

了大批影迷的追捧。12月，由余文乐

主演的热血武侠片《血滴子》也在

全国各大影院火爆上演。据了解，晚

会现场他将在劲歌热舞后， 与蓉城

观众一起进行倒计时跨年， 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观众们

在观看丰富多彩表演的

同时， 还有机会通过晚

会现场抽奖、微博抽奖等多个

环节获得各种精美大奖。

没有邀请函的消费者今天还可

以消费获取邀请函哦。 当日累计消

费满800元，即可兑换“2013爱·元

年跨年狂欢夜” 活动邀请函一张，

消费满1000元， 即可兑换邀请函两

张。

狂欢季 凯丹寻宝

今日的跨年狂欢， 除了明星到

场， 还有许多消费者可以互动的环

节。

其中， 白天广场内将有精彩刺

激的《寻宝记》，还有30件各类航模

展出。20对情侣将在此参与寻宝比

赛， 最终获胜的情侣将获得价值万

元的礼品。 跨年狂欢季活动也还在

继续， 活动期间， 当日累计消费满

500元，既可免费申请凯丹VIP会员

卡，并畅享双倍积分。当日累计消费

满600元，参与现场抽奖，包括电影

票、咖啡杯、苹果便签、U盘、水晶许

愿瓶、围巾、体检券等各类礼品。

广场内的各大品牌将有大力度

的促销。 其中，Vans部分商品满300

省100，Vero� Moda全场5折，Only全

场5折，Shirt� Shop满800即可获赠精

美家居毯一条，Eland部分新款200

省100现金，Paul� Frank特推款一口

价499元，Annastar部分新款5折并赠

送购鞋劵现场抽奖走秀，Voll满

5980元加88元送皮草围巾一条，

The� Shoes� Bar部分货品4～8折，A-

didas� Original买棉羽满1500打8折，

Jack� Jones全场5折，minitonka部分

鞋满 200省 60，Selected全场 5折 ，

GXG满1288送500券，Mind� Bridge�

Ladies部分冬装满300省100元现金。

另持邀请函还可在annastar凯丹店

购物抵现100元。

（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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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余文乐

邀你凯丹广场跨年

“爱·元年”跨年狂欢夜暨“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高新区分会场启动仪式将于今晚在成都凯

丹广场精彩上演。

作为成都首家来自欧洲的购物中心，凯丹广场一直致力于将更多国际化一站式购物体验带到成

都，并积极配合打造新南天地商圈。本次活动是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高新区的重点迎新活动。通过

丰富的文艺演出活动和商家的参与配合，着力宣传高新区“新南天地”商圈的品牌文化。人气巨星余

文乐作为压轴嘉宾将空降晚会现场，与现场观众一起倒计时跨年！同时，凯丹广场为消费者准备了一

场购物盛宴。

我们是年轻的、时尚的 。不能墨

守成规，要随时突破自我，突破传统。

我们确实也一直在做突破成都百货

和购物中心传统的事情，作为成都首

家来自欧洲的购物中心，我们一直致

力于带给顾客纯正的欧式一站式购

物体验、提供“全系列服务包”。这种

消费体验和品质将与凯丹置地所有

欧洲项目一致。

我们希望更多的是引领购物中

心这个行业 ，先于其他卖场 ，拥有

更灵敏的触觉 ，随时给人新鲜感和

变化 。

今年 凯丹广 场最 大 的 动 作 就

是，我们在招商方面，进行了较大的

业态调整 ，也就是突 、转并进 。我们

引进大量优秀品牌作为中岛，进一步

丰富了卖场内的产品业态。同时我们

引进了部分独家品牌和特色品牌，让

消费者随时感觉凯丹在变化，不是一

成不变的。我们也和各行各业开展了

丰富的异业联盟的合作，联合举办各

类活动。 我们在市场推广活动方面，

突破传统，更趋向于新媒体和户外媒

体的开发。微博营销的突破，让我们

在卖场评选中一直名列前茅。我们的

市场推广，每次都是新鲜的，突破的，

成都没有的东西。例如近期，大家都

在争先恐后比拼圣诞树，我们做了一

个成都最大的圣诞老人。还有 ，目前

成都没有一家卖场， 如此巨资投入

开展一年一度的跨年晚会 。 我们一

直在突破， 希望能够突破所有人的

期待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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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RMB620/30ml

购买地： 各大百货公司倩

碧专柜

全球

6

大发达美容市

场销售冠军！

69

项专业美

容大奖的肯定， 还有来自

今年《成都商报》主办的风

尚成都

2012

风尚大典搬出

的化妆品人气单品大奖的

肯定。 全面媲美医学美容

的科技令这款美白淡斑精

华一经推出就在世界范围

内引发了轰动。

购买地：成都九方购

物中心

价格：原价

2680

元，

九方购物中心活动

价

999

元

这个诱人的活

动价格还不能激起

你的购买欲吗？大方

的款式，轻松搭配。

购买地：

西单商场

价格：

特推款

980

元

这款有 多 种

颜色， 很漂亮，在

冬日里给家里换

点不一样的色彩。床上用品实用性强，自然

是送礼的好选择。 （彭运）

价格：

580

元

购买地：各大商场

ANNA SUI

安娜苏专柜

挥洒璀璨星魔法， 做自己的时尚主宰，

在

ANNA SUI

的梦幻乐园里美丽奇迹正在

发生！ 骑乘旋转木马玩转各种彩妆可能，璀

璨摇滚的时尚秀随时上演，欢享五颜六色的

魅力，来一场甜蜜嬉游。如果你是一个梦幻

可爱的安娜苏女孩，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可

爱的彩妆组！

倩碧全新淡斑精华液

罗莱家纺四件套

凯丹广场

余文乐

ANNA� SUI安娜苏

星语星愿彩妆组

ANNA� TOSANI女士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