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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经刊发 立奉稿酬

����■参与办法：注册成为成都图片网

（photo.chengdu.cn)用户，并及时上传

精彩照片至“快拍成都”栏目就有机会

获得最高1000元见报稿酬。

■本版所采用图片均系成都图片

网“快拍成都”栏目注册网友提供，如

有异议，请与成都商报摄影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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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天汇MALL更名为“成都富力广场”

借更名之机全馆大调整，将引进超市等新业态

快拍

【前往方式】

1.

自驾车

方式

1

： 成雅高速至新津南

（邓双）出口下，按交通指示牌前

行到达花舞人间。

方式

2

：牧山大道（大件路）成

都至新津段， 按交通指示牌前行

到达花舞人间。

方式

3

：成新蒲快速通道至新

津段， 按交通指示牌前行到达花

舞人间。

2.

公交出行

方式

1

： 从成都新南门客运

站，乘坐直通车直达花舞人间景

区。

方式

2

： 通过石羊场客运站、

金沙车站、 城北客运中心站乘车

到新津约

50

分钟， 在新津汽车站

转乘出租车或

520

路公交车即可

到达，车程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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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028@82555666.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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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q.com/hwrj82555666

(

腾讯

)

Weibo.com/hwrj82555666

(

新浪

)

去花舞人间

感受“醉”浪漫的花海

花舞人间占地3000余亩， 位于成都南郊新津县，距

离成都市区仅30余公里，是赏花、玩水，体验低碳休闲度

假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内，桃红柳绿，百花争艳，

千万株花卉竞相争艳，花海斑斓、色彩缤纷。徜徉于景

区，与花相衬，与景相融，好似一幅“花舞人间，人舞花

间”的美丽画卷！

目前，花舞人间已经进入最佳赏花期，我们可以看

见全球独有的“杜鹃花瓶”“杜鹃花树”“镂空杜鹃花

柱”“垂枝杜鹃”，以及上万株的樱花、百合、郁金香、

杜鹃等正在怒放的花卉。

海棠山舍樱花林

花海骑游

花卉博览园

百合花田

海棠山舍航拍

宝瓶花径

日前，百丽旗下时尚女鞋品牌

ST A C C A T O 思加图在上海港汇恒隆

广场中庭举行了 “Back�from �Paris”

2013春夏新品发布会。本次展示的新品

风格多元化，或清新简洁，或个性鲜明，

从不同的角度演绎了春夏女鞋的时尚。而

活动当日，ST A C C A T O 思加图更邀请到了

著名影星A ngelababy杨颖以及人气明星高以

翔亲临现场。高以翔更穿着ST A C C A T O 思加

图为其特别定制的铆钉头鞋现身走秀。

两位明星交流了对于美鞋的时尚观点。高

以翔表示， 心目中的ST A C C A T O �G irl正是如

A ngelababy般可爱而不失性感， 时尚而自信的女

生。为感谢两位嘉宾亲临支持，品牌更在现场为两

位明星赠送了礼物———定制鞋履。A ngelababy收到了

自己最喜欢的桃红色高跟鞋，高以翔则收到一双女装

闪钻乐福鞋，送给自己的女性朋友。据悉，A ngelababy为

ST A C C A T O 思加图今季拍摄的春夏形象照由著名摄影

师Leslie�K ee掌镜，以“Backstage”为主题，即将在全国

ST A C C A T O 专柜全面展现。

（沈雨霖）

拥有186年历史的知名苏格兰威士忌品牌百龄坛，其17年醇酿连续5年荣膺国际嘉奖。

而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百龄坛已成为全球超高档威士忌销量最大的品牌。

早在1859年，百龄坛就已成为英国王室的指定供货商，而1938年更获得由苏格

兰纹章院授予的顶级荣誉———圣徽， 标志着百龄坛顶级苏格兰威士忌生产商的荣

耀地位。“创造一款真正独一无二、精致而独特的威士忌。”这是创始人乔治·百

龄坛从1827年品牌创立伊始就坚持的理想与标准。180多年来， 百龄坛严谨精细

的风格和“坚持缔造更高品质的威士忌”的品牌座右铭世代传承，令每一滴百

龄坛都展现出威士忌的微妙特性与地道的百龄坛品质。

作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冠军威士忌，百龄坛载誉无数。这一切皆因百龄坛

传承五代专业酿酒大师的热忱、知识与工艺，专注于每一个细节，力臻呈献完美

的追求。“常胜才能成就冠军风范”，而之于百龄坛威士忌，大麦、水、蒸馏器以及

橡木桶的四大元素，则是赋予其层次繁复的美妙风味、香气、色泽以及温润余韵

的关键。动人色泽、醉美醇香，百龄坛堪称完美地演绎了苏格兰威士忌的美酒艺

术，无论独酌细品，还是分享共尝，极致的韵味都能赋予你与众不同的臻享时光。

核心

提示

Angelababy、高以翔

助阵STACCATO思加图春夏新品秀

日前，美国的高端生活品牌T O M M Y �H ILFIG ER 全亚洲的第四家大店———T O M M Y �H IL-

FIG ER 成都顺城大街体验店正式开幕。其开业派对吸引了众多成都商界名流到场，其中包括王

府井百货、仁和春天百货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高层。这座全国首家的体验店位于成都顺城大街，位

置优越，拥有800多平米，由T O M M Y �H ILFIG ER 欧洲总部和中国知名设计师共同设计，旨在把如

艺术家一般至臻至杰的精美艺术品带给广大成都消费者。开幕派对当天，时尚模特秀、纯正美式乐

队、现场零距离品牌接触……派对完全是一场高雅时尚的潮流聚会，引领纯正美式风格。而到场的

T O M M Y �H ILFIG ER 品牌方负责人白先生表示，T O M M Y �H ILFIG ER 在成都很受欢迎， 尤其是男装，

因此这家体验店才把男装放在了一楼的位置，“这不是别出心裁，而是经过特别考虑的，顺应整个四川

市场的需要”。

（沈雨霖）

百龄坛成全球超高档威士忌销量最大品牌

TOMMY� HILFIGER顺城大街店日前开业

日前，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富力天汇

M A LL将于4月1日起更名为 “成都富力

广场”。据四川富力百货商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吴佩波透露， 此次更名是总公司

在全国范围内的决策， 目前包括已有和

在建的9个商业项目将以“地名+富力广

场”为统一称法。“此次更名是形成全国

商业一条线， 打破原有单店单打独斗的

模式， 标志着富力地产全面进入商业2.0

时代。 同时， 也是希望以统一的品牌战

略，以集团之名提升议价能力，实现品牌

以及会员等资源的共享。”

更名加强品牌的传播度

据吴佩波透露，以此次更名为契机，

成都富力广场正在着手进行全方位调

整。 项目将陆续引进一批新品牌和新业

态，抛弃主力百货的模式，加大品类集合

店以及特色餐饮的进驻。另外，某知名超

市品牌也有望在这里开出近2万平米的

综合旗舰店。 吴佩波说：“希望借品牌的

吸引力，发挥市中区大体量的优势，搅活

人气。”

来蓉两年来多， 富力广场曾经中英

文混搭的名称，让许多成都人不习惯。老

成都人习惯叫它为熊猫城， 大多数消费

者以“富力”简称，甚至有人以曾经的主

力百货“广百”来代之。对于这个问题，

吴佩波并不回避，他说：“准确、易上口的

名称肯定更利于购物中心的品牌传播，

此次更名是个让大家重新认识富力广场

的好机会。”

以品类集合店取代主力百货

广百走了，富力广场是否会引进其

他主力百货呢？对此，吴佩波给出了否定

答案。他认为，“去百货化”其实是未来

商业地产发展的一种趋势。 取代主力百

货的将是各品类集合店，“百货能起到资

源整合的作用， 可以满足卖场对品牌多

样化的要求。但是，百货一般是以同品质

或者同品类进行分区。品牌的数量多，但

同一品牌的产品线实则是不全的。 而品

类集合店，则能减少逛商场的时间成本，

在同一专柜能有更为齐全的产品线供选

择。”

“在前期的运营中，我们也总结了比

较多的经验， 发现来自品牌自身的吸引

力对带动人气非常关键， 有消费者因为

喜欢山东菜，会专门冲着山东老家而来。

我们正是希望品类集合店将多品牌的吸

引力进行叠加， 让人们的关注点回到品

牌本身。”

增加餐饮、休闲和教育业态

满记甜品、太平洋咖啡、山东老家等

品牌取得的成功， 令富力广场决定引进

更多特色餐饮。除超市的引进外，还将提

高休闲业态以及教育业态的比重，如ktv、

早教机构、街舞培训等。“业态的调整，是

基于项目市中心的优质区位， 且有足够

的体量给卖场发挥的空间。” 吴佩波表

示，希望通过休闲、餐饮、教育等业态的

互动， 提供给市区消费者新的生活空间

的选择。

另外，富力广场还将加强营销推广。

“采取主动营销的战略，将打破商户的单

打独斗格局，对商户进行整体推广。”

吴佩波表示， 如今的零售业不仅面

临着同行的竞争，更有来自网络的

冲击。“要阻击电商，就要强调休

闲体验式消费。” 他举例说，有

些体验是你在网上永远无法实

现的，“比如你无法在网上剪

头发， 你也无法在网络上享

用一杯咖啡，这些都能成为

吸引消费者到卖场来的因

素。”对此，富力广场将

在营销方案上加大文化

活动的频率，利用明星

资源， 以及开展潮流

活动吸引年轻客群。

值得一提的是，这

里还将不定期举

办公益慈善活

动，拉近与顾客

之间的距离，

塑 造 品 牌

形象。

在品牌调整中，全城热恋钻石

商场是成都富力广场今年重点引

进的品牌。 作为西南首家旗舰店，

即将正式亮相。据介绍，全城热恋

钻石商场是国内首创 “奢侈品快

消”概念的时尚钻石商场，采用国

际钻石报价单与戒托分离计价营

销模式销售钻石。 据品牌方面介

绍，全城热恋钻石商场按照产品种

类分为情侣对戒区、裸石区、投资

宝石中心、独头女戒区、骷髅头区、

生日礼品区、彩钻区、翡翠玉石区、

彩宝区，并设置V IP室、体验区、售

后服务区等。旗下品牌包括独头女

戒R ow w is、 裸钻G .O O M 、情

侣对戒Loom ee、彩钻Siifo等。

钻石饰品达50000件以上，

裸钻逾10000颗， 是普通

商场的30～40倍， 可满

足顾客多元化、多款式

等需求。

“全城热恋”西南首家旗舰店即将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