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扣 全年最多优惠

说到跨年， 无疑是让消费者最

疯狂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美美力

诚百货都人满为患。今晚，美美同样

带来最让人亢奋的折扣。

Ralph� Lauren、Paul&Shark、

DKNY、Diesel、Daks、Salvatore� Fer-

ragamo、Sergio� Rossi、Marc� by� Marc�

Jacobs、I� T、Galliano、Juicy� Couture、

Private� Shop、Lessin� Junior、Kenzo、

Chloé、See� by� chloé、Agnés� b、

Eddy� Monetti、Brioni、Versus、Vabene、

Versace� Collection、Versace� Jeans、

ETE、Alessi、Brunello� Cucinelli、Sport�

b、BCBG、Ugo� Poggi全场秋冬货品7

折 起 ，Salvatore� Ferragamo、Daks、

Paul&Shark、Chloé、Brioni、Brunello�

Cucinelli等店从购买第3件货品起即

可享受6折优惠， 从购买第5件货品

起更可享受5折特别优惠。Salvatore�

Ferragamo、Agnés� b、Marc� by� Marc�

Jacobs等店还特别奉上2013春夏新

品8折优惠。

晚上10点到次日1点，全场秋冬

货品 6折起 ，Salvatore� Ferragamo、

Daks、Paul&Shark、Chloé、Brioni、

Brunello� Cucinelli等店从购买第3件

货品起即可享受5折特别优惠。

当日在美美力诚百货消费还有

多重好礼相赠。 当日购物满3000元

即可获赠100元TALK餐券，当日购

物满5000元即可获赠200元TALK餐

券，当日购物满10000元及以上即可

获赠400元TALK餐券。

品质 把享受带回家

在美美力诚百货任意品牌当日

累计达到5000元即可凭绿单享受

Pratesi的货品7折优惠， 当日累计达

到10000元即可凭绿单享受Pratesi的

货品6折优惠。在这里，不得不向大

家推介Pratesi这个来自意大利的顶

级奢侈寝具。拥有148年历史的意大

利品牌Pratesi，一直是全球众多皇家

贵族的指定御用品牌。 它从原料选

择、纺纱成布、色彩印染到图纹，全

是由家族成员一手包办。Pratesi家族

承袭意大利优秀精湛的工艺技巧，

采用最先进的纺织机器， 严选最精

美的材质， 经过专业人员的品质控

管，以独门家传的制造技术，成就了

如同艺术品般精雕细琢方能成形的

Pratesi寝饰。Pratesi号称全世界最昂

贵的床单， 它虽然拥有无可比拟的

最高单价， 但却同样具有无与伦比

的超高质感与触感。 它的每一款寝

饰都是经典之作， 以享有盛名的

Paradise系列“永恒的爱”为例，它拥

有“全世界最美丽的寝饰”的美誉，

由于原料稀少，织工繁复，因此是限

量生产，每年只有十套。

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IL� Gufo

值得一试。 在IL� Gufo严格要求下，

每一件作品都带有简洁设计的时尚

感，拥有自己工厂的IL� Gufo，可以

严格控管每一个步骤， 造就高品质

的手工童装。IL� Gufo所有服装几乎

完全使用天然纤维和精心挑选的面

料，这些物料同时经过特殊处理，并

染上专门为IL� Gufo而制的染料，色

彩极为丰富。

（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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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地：万象城，美

美力诚百货有售

价格：

RMB1800

适合iPad或

Samsumg� Galaxy

平板计算机的完

美伴侣。 侧背手

袋选用优质真皮，非常轻巧，简约设计，配以4

款色调及可调校皮带，拆除皮带后，更可变作

手提包，一款两用！还内置有系统间格以及软

垫间格，可放手提电话及随身小物，充分体现

了Tumi卓越的设计与功能性。4款缤纷颜色

包括:� French� Blue(

法式蓝

)、Raspberry(

木梅

红

)� 、Purple(

深紫

)、Black(

纯黑

)。

Tumi平板计算机真皮侧背袋

购买地：仁恒置地广场、

仁和春天百货

价格：

RMB2300

Burberry为即将到

来的春节、 情人节特别

推出了精美的红色配饰

系列。 该系列特别打造

的亮丽红色， 是星星点

点的希望， 是跃跃欲试

的心情， 是温暖浪漫的

情愫。 就像这款雅致的粒面皮革蝴蝶结装饰

一样，搭配抛光五金配件，精致的锁扣造型吊

饰，是作为礼物的最好选择。

Burberry粒面皮革挂锁钥匙吊饰

购买地： 成都王

府井百货科华店

价格：

RMB2280

韩国销量第

一的高端化妆品

牌演绎的东方神

采。 雪花秀当家产品基础系列的标示色全新

升级，人参霜与打底精华完美呈现，为肌肤回

复健康活力注入韩系最强能量。

雪花秀明星单品新年特制礼盒

购买地 ： 各大商场

Guerlain

娇兰专柜

价格：

RMB2890

套装含法国娇

兰帝皇蜂姿赋妍精

华露30ml和帝皇蜂

姿 赋 妍 紧 致 眼 霜

15ml以及帝皇蜂姿

赋妍紧肤水150ml，

以大自然提供的精华为原料———法国乌埃尚

岛欧洲黑蜂的天然蜂王产品， 被全世界公认

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天然愈合修复剂， 由它

所制成的全新护肤能量———帝皇蜂姿纯净赋

妍精萃, � 能激活肌肤内部的关键性愈合机

制，持续修复皱纹，增进组织紧致度。 (

黄凯

)

Guerlain娇兰帝皇蜂姿赋妍

精华露套装

今晚

到美美百货血拼

Hermes、Gucci、Salvatore� Ferragamo、Bottega� Veneta、Versace� 、Fendi、

Tiffany&co、Emporio� Armani、Chloe、Celine、Brioni、Brunello� Cucinelli、Daks、

Paul&Shark、Ralph� Lauren……时尚买家对成都美美力诚百货的品牌如数家珍， 而每

到12月31日这一天，他们在这里总能以最低折扣将最顶尖的品牌、最奢华的享受带回家。今

天，这场盛宴将再度降临。

IL GUFO IL GUFO

今年， 成都零售行业发展在突飞

猛进， 购物中心或者是奢侈品的发展

都很迅猛，奢侈品的发展尤其突出。

作为成都的时尚地标， 成都美美

力诚的货品与国际潮流同步， 使顾客

在成都即可贴近国际流行时尚最前

沿。除了国际一线奢侈品牌，成都美美

力诚也创先引入了全球最新颖的售卖

方式———多品牌店。

2012

年， 成都美

美力诚

GUCCI

旗舰店全新装修开业迎

客， 成为人民南路一道亮丽的时尚风

景。 同时， 新引进的意大利童装品牌

IL Gufo

，每一件作品都带有简洁设

计的时尚感， 采用通过严格考验的创

新布料， 染上灵感来自于大自然的各

种

IL Gufo

独有创意色彩， 让童装在

时尚的外表下仍保持应有的舒适感。

于

2011

年末被成都美美力诚从欧洲

带入成都市场的意大利顶级家居品牌

Pratesi

， 在

2012

年更是大放光芒，

这一全球最顶级的家居用品进一步提

升了精英阶层在家居生活当中的品

质，同时，亦诠释了成都美美力诚的经

营哲学：时尚与奢华荟萃，引领精致生

活方式。

就

2012

年而言，我们的另外一家

公司四川力诚加大了代理品牌的开店

速度。截至目前，四川力诚

2012

年在

上海、天津、青岛、沈阳、南京、长春、苏

州、 常州等地共有

18

家品牌店开业，

品牌有

DAKS

、

Brunello Cucinel鄄

li

、

Eddy Monetti

等 。

Brunello

Cucinelli

的业绩增长处于前茅。

成

都

美

美

力

诚

百

货

执

行

董

事

陈

龙

古奇拉利

据悉，为了让广大市民及游客感受到
浓浓的新年氛围，再次聚集火爆的购物人
气，本次活动除了延续去年敲钟祈福迎新
年的形式，还联合了“春熙路—盐市口”
商圈以及锦华万达区域主力商家推出“跨
年夜购”，带来劲爆折扣。王府井百货、仁
和春天百货、群光广场、伊势丹百货、茂业
百货等大型零售卖场和苏宁易购、珂兰钻
石等网络销售企业推出的精彩纷呈的促
销活动。今晚，各商业企业将自主开展延
时销售活动，时间将持续至 2013 年 1 月 1
日 00：30。
据主办方透露，举办时尚锦江旅游购

物节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通过举办节会活动，进一步聚集中心商
业区人气，促进消费，提升企业销售业绩；
二是通过延续敲钟迎新年的形式，打造标
志性主题活动，以此进一步增强中心商圈
的影响力和对外辐射力；三是在元旦、春节
期间，营造出祥和、愉快的节日氛围，为广
大市民及游客提供一个购物、旅游、休闲、
娱乐的场所。

特别互动
快来手机“抓福”
在购物和欣赏新春装饰之余，今年主

办方为了增强购物节的互动性，结合了时
下最热的手机客户端游戏，推出了“手机
抓福”活动，提高跨年整体活动的参与
度。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2 月
9 日期间，春盐商圈及万达广场区域参与
本次购物节活动的商贸企业，将设立各自
的专属“福字”海报，市民及游客通过手
机下载 APP 软件客户端，在企业抓取、收
集“福”字，达到一定数量后即可向相关
企业换取优惠券、优惠商品或消费娱乐项
目等小礼品。
同时，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 月 6 日期间，在春熙路北口（太平洋
百货门前）将放置一个超大户外相机，市
民及游客可在镜头前摆好 POSE，拍照的
人按下相机快门完成拍照，影像随即投放
在附近大型 LED屏幕上，让更多人分享你
的快乐。

巨钟祈福狂欢跨年
时尚锦江旅游购物节最高潮今夜引爆

重头戏
万人齐聚聆听“新年钟声”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巨钟，是今天的绝对

主角儿。同时，万人齐聚春熙路，聆听新年钟
声的仪式也是今天的重头戏。可以预见，今
晚的春熙路将再现人山人海的场景，各商家
也定会收获火爆人气。据透露，为了增强观
赏效果，活动现场将架设专门的投影设备，
以迎新年倒数计时的形式带动现场的气氛。
于 2013 年 1 月 1 日 00：00 敲响新年钟声，
同时燃放激光电子烟花，将跨年迎新活动推
至最高潮。活动现场，特色玩偶导游将派发
纪念品，让你不仅有得看，还有得玩。
主办方表示，时尚锦江旅游购物节，核

心的目的是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快乐、充
实、祥和、难忘的“元旦”和“春节”。在这
一指导思想下，主办方整合了各种资源，围
绕商家和消费者的需求，对跨年迎新活动
暨时尚锦江购物节进行了整体创意，融合
多样新元素，打造年味浓厚、欢乐时尚、多
彩纷呈、互动热烈的新春系列活动。

“新年钟声”活动将在春熙路重演

超大户外相机亮相春熙路

全新设计的节日花灯组

2011

跨年盛况

夜购狂欢迎新年2012年即将结束，2013
年即将到来，“跨年”成为今
天当之无愧的主题词。亲，今年
将选择以何种方式辞旧迎新？

回首2011年的12月31
日，春熙路人头攒动的场面、悠
扬的新年钟声、人气爆棚的各
个卖场、疯狂的夜购……不知
你是否还记得？而今天，2012
年的12月31日，这一具有浓
郁中国味的跨年形式———“新
年钟声”活动将在春熙路重
演。作为第五届时尚锦江旅游
购物节2012年末最具特色的
活动，将在今夜引爆。据悉，此
次购物节活动由锦江区人民政
府、成都市商务局、成都市博览
局、成都市旅游局主办，锦江区
商务局、锦江区旅游局、成都市
百年春熙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承办，主题为“美丽锦
江、时尚春熙、欢乐购物”。

今年的敲钟活动主区域设
在春熙路东段红星路步行街广
场，全新打造的巨型福钟将亮
相于此，在2013年1月1日
零点将敲响新年的钟声，并燃
放激光电子烟花庆祝新年到
来。在整体氛围营造上，本次活
动融入了更多的新鲜元素，活
动主办方将在春熙路各个路口
设置多组大型节庆主题彩灯，
形成独特的景观，烘托出节日
的喜庆氛围。同时，活动当天在
春熙路还有特色玩偶导游派发
精美小礼品。为了增强活动的
互动性，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新
鲜好玩的手机“抓福”活动，为
狂欢气氛再加码。

延时夜购已经成为商家迎新的标志，历
届活动都掀起了当年岁末的购物潮，收效极为
明显。今年，这一王牌活动将再次亮相，部分商
家活动将延时销售至次日凌晨

1

点。 今晚，时
尚锦江旅游购物节再次集结春盐商圈及锦华
万达区域内众多大型零售百货企业、品牌专卖
店及连锁餐饮企业自主开展延时销售，配合迎
新年活动，营造欢乐地节日购物氛围。

参与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仁和春天百
货、王府井百货、太平洋春熙店、远东百货、仁
恒置地广场、美美力诚、伊势丹百货、洋洋摩
尔百货、茂业百货、新世界百货、群光广场、伊
藤洋华堂、家乐福、万达百货等大型零售百货
商场，亨得利、工美凤祥楼、胡开文、精华眼镜
等品牌专卖店，舞东风、麦当劳等连锁经营企
业，苏宁易购、珂兰钻石等网络经销商。

部分商家活动（排名不分先后）：
仁和春天百货
1

、冬装全馆
7

折起；

2

、满
300

元省
100

元（部分满
300

元省
120

元，先省再享会员卡优惠）

3

、各品牌新年好礼大派送。

王府井总府店
1

、购物满
300

元送
120

元通用礼金券，部分
满

200

元省
100

元现金。

2

、购不参加返券活动商品，购物满
800

元起
赠新生五级大礼。

太平洋春熙店、远东百货
1

、 流行服饰满
200

元省
100

现金； 全馆满
1500

送
100

元全馆抵用劵
2

、跨年限时抢购，卡友多倍积分
3

、远东百货化妆品
10

元返
2

元全馆通用券；

太平洋春熙店跨年迎新
850

元购
1000

元化
妆品购物券
仁恒置地广场
今晚延时销售至次日零点。

伊藤洋华堂春熙店
1．

辞旧迎新，喜庆元旦
-

元旦砸“金蛋”送祝
福：

12

月
31

日，活动期间
,

购物满
500

元凭
收银条可参与。

2．

十二生肖卡通乐园会：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3

日， 活动期间十二生肖将在春熙店为大
家带来不同的活动。

群光广场
1

、会员消费满
100

元赠礼。

2

、消费满
800

元，抽取好礼。

3

、化妆品品牌日满
10

元省
2

元。

4

、跨年音乐会。

摩尔百货天府店
流行服饰

200

省
100

，跨年夜限时抢购，元旦
迷你音乐会，品牌特卖会。

亨得利
1

、在公司门口建一礼品盒景观，以营造节日气氛。

2

、亨得利航天巡展，推出代表国内制表业最高
水平的陀飞轮航天表款。

茂业百货盐市口店
1

、流行服饰
1

元当
2.5

元花。

2

、刷芙蓉锦城卡、成都银行信用卡满
500

元起
赠好礼。

3

、血拼跨年夜品牌年终钜惠超低折扣。

家乐福
1

、冬季美妆节活动。

2

、宝宝节活动。

3

、几百种小价值商品展销。

苏宁易购
元旦倒计时、狂欢嘉年华，上演全品类大型促销
成都工美
1

、欢乐购物，全场珠宝
7.8

折起，加赠精美礼品。

2

、周末惊喜大搜索：珠宝低至
4

折，黄金超值
特惠（每个周末推出不同款式特惠钻戒，纯黄
铂金饰品每立减

10

元）。

3

、 锦官银楼三楼罗比罗丹专柜特推
5

款水晶
珐琅彩超低折扣特价居家臻品。 （彭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