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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仁和春天百货招商部经理陈潇璇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活动期间，为回馈仁和春天

百货最尊贵的顾客，商场特别推出了五大活

动，可叠加参与，选购化妆品，优惠享不停！

1、春妆欢颜，全城尊享———购化妆品每

满50元返5元购物券（三家门店及网上商城

通用，肯德基、意念美发及特例专柜除外）；

2、春颜悦色，品牌加赠———专柜品牌日

购化妆品满2980元起，即可参加分级加赠购

物券活动。 顾客当日购品牌日专柜化妆品，

凭单张收银小票， 除享受每满50元返5元购

物券的活动外，同时可再参加分级加赠购物

券活动（满2980元加赠200元购物券，满8880

元加赠500元购物券，满19880元及以上加赠

1600元购物券， 单张收银小票不累加不拆

分，享受购物金额所对应级别加赠后，恕不

再同时享受另两档级别加赠）。

3、妆品满额，再享好礼———购化妆品满

1280元起，即可参加分级礼赠活动，多买多

赠。

4、会员积分倍享———2月26、27日，会员

顾客购化妆品享双倍积分。

5、新客招募———活动期间，当日购化妆

品即可办理仁和春天百货至尊会员卡一张。

化妆品“囤货潮”汹涌而来

本周末2014春化全面进入高潮

历年春化， 都是每年上半年集中消费

化妆品的时候， 也是不少人囤货的最佳时

机，去哪里买、怎么买，都是消费者们最为

关心的。 上周本报已经发布了今年春化首

波主题报道， 向消费者推荐了今年春化率

先拉开序幕的伊势丹、时代百盛、金牛万达

百货等商场的活动。

本周， 更多成都卖场正式进入春化的

节奏，包括王府井、仁和春天百货、乐天百

货等。据悉，今年春化将延续超大力度的买

赠惊喜，并兼具开档早、周期长的特点，消

费者大可在春化期间， 享受比香港代购更

划算的价值。

当下化妆品买购市场，购买渠道更多。

精明的消费者已经学会了用海淘、代购、美

妆网站， 为自己节省开销。 还有一些消费

者，会利用工作、旅游的机会亲自前去香港

或国外购买化妆品。

30岁的郭籽缨小姐在成都一家担保公

司从事行政工作，由于家住深圳罗湖，每年

至少回家一次，并借机前往香港购物，并顺

便帮朋友代购。“这次过年， 我买了悦木之

源韦博士菇菌润肤乳、 茱莉蔻菁萃复颜修

护面膜和科颜氏的美白保湿面霜， 像这瓶

保湿霜， 香港的价格算下来比内地便宜好

几十元。”

相比之下，以成都王府井为例，单是化

妆品全场50元返5元的力度， 郭小姐购买这

三款产品即可立返150元， 还不包括品牌自

身的春化优惠，与香港购买比起来，也是极

其划算的。 另外成都商报记者从专门做香

港代购的傅小姐处了解到， 她的店里成交

率最高的代购产品是雅诗兰黛即时修护特

润面部精华露（小棕瓶）+15ML眼霜，组合

代购价为968元， 内地商场价格为1300元左

右。据雅诗兰黛区域资深主管吕女士介绍，

成都春化期间，雅诗兰黛推出“满1080元赠

价值1000元套装产品”的满赠活动，这样看

来，春化力度确有超过香港代购的趋势。

商 / 界 / 资 / 讯

迪卡侬重装亮相

成亚洲面积最大店

近日， 成都迪卡侬天府商场在经历了

近半年的重新扩建后，以崭新的形象出现。

据介绍， 扩建后的天府商场已成为迪卡侬

在亚洲范围内最大的自建商场。

扩建后店内的购物空间和运动产品种

类得到了增加， 同时增设了室内运动体验

区。此外，迪卡侬已和有关方面达成战略合

作，每一个迪卡侬商场都将成为“全民健

身志愿服务工作站”， 定期组织当地民众

进行免费的运动体验和教学。

（李鹏程）

成都家乐福 推家庭式会员卡

成都家乐福于近期首推家庭式会员卡

服务，采用一式三联形式，一张主卡、两张

副卡，分别印有“家”、“乐”、“福”字样，

供一家三口同时使用。一人开卡全家共享，

一店开卡全城通用。

据成都家乐福方面介绍， 相比超市内

的其他促销活动，会员商品价格更为低廉，

比正价便宜20%-30%左右。据了解，第一波

30个会员价商品将于本周五在成都12家家

乐福门店同时推出。自1月底会员招募正式

启动以来，顾客反响热烈。截至目前，已有8

万余名消费者完成了会员卡申领工作。

（黄漫丽）

伊势丹

BIOTHERM

活泉紧致礼盒

活泉润透洁面乳150ml、活泉润透爽肤

水200ml、活泉润透水份露50ml、活泉润透

精华露50ml、 蓝源紧致精华露50ml。 心动

价：2050元

3月1日-8日购买，柜台三档买赠可同

时参加，更可获得商场赠券120元。

CLINIQUE

三步曲优惠限量套装

平时购买： 温和液体洁面皂200ml、明

肌净透水2号200ml、 卓越润肤乳125ml需

730元。 现购限量套装： 温和液体洁面皂

200ml、 明肌净透水 400ml、 卓越润肤乳

125ml只需780元， 更可获赠温和液体洁面

皂30ml、 明肌净透水60ml、 卓越润肤乳

30ml，以及商场赠券50元。

远东百货

兰蔻小黑瓶双宠晶愿礼盒 心动价：

1460元

雅诗兰黛特润修护肌透精华露套装

心动价：980元

SK-II肌源弹性修护礼盒 心动价：

3650元

倩碧黄金三角礼盒 心动价：1150元

娇韵诗纤颜紧致精华乳2支套装 心动

价：990元

昨日， 成都仁和春天百货在人东店、光

华店、棕北店及网上商城同时拉开了2014春

季化妆品节的大幕。 从2月26日-3月9日，除

购化妆品能尊享每满50元返5元购物券的活

动外， 还能参加各个品牌的品牌日加赠，不

仅如此，妆品满额后，还能再享分级好礼！活

动内容丰富、买赠力度大，是一年中选购化

妆品难得的好时机！

仁和春天百货人东店客户部经理梁燕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活动期间，商场特意调

整了办理会员卡的门槛， 只要选购化妆品，

就可办理仁和春天百货至尊会员卡一张，购

物赠送的购物券也将直接计入会员卡，方便

顾客携带和使用。活动期间，会员卡办理也

将不再局限于一楼总服务台和三楼贵宾厅。

流动的客户经理将在化妆品专柜现场为顾

客办理会员卡， 减少不必要的排队等候，让

顾客的购物体验更加轻松和愉悦。

入春后，各大化妆品牌推出了上百种颜

色艳丽、风格各异的彩妆，顾客要在众多色

彩中挑到适合自己的颜色，实在不是件容易

的事。这时候，仁和春天百货特有的私人衣

橱顾问服务团队绝对会是个好帮手，不仅是

颜色的搭配，就连整体的妆容、发型及服饰

的造型，都能提供专业的建议，让顾客在仁

和春天百货华丽变身。

主力卖场

加入“春化”大战

毫无疑问， 昨天对于

2014

年成都春季化妆品节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作为化妆品的主力卖场、仁和

春天百货、王府井百货都在昨日正式开启了春化大幕。

而比较去年的春季化妆品节，今年的春化时间更早、持

续时间也长达一周。而各家的活动，也有明显的不同。

五大活动，省钱正当时

继上周远东、 伊势丹开启成都2014春季化妆品节序幕以

来，成都已经沉浸在“春化”的氛围之中。伊势丹的活动出彩，

金牛万达的集中购买力，如果说这是“春化”的“前传”，那么

昨日开始，成都的两大重要化妆品卖场———仁和春天百货三店

及网上商城、成都王府井百货两店双双拉开的“春化”大幕，将

这个春天的美丽之约彻底点燃！

成都商报记者 魏晖

2

月

26

日

-3

月

9

日， 仁和春天百货三店及网上商

城， 拉开了

2014

春季化妆品节的大幕。 五大商场活

动，四档全城独家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这个春

天，到仁和春天百货找到最美丽的自己！

重点

推荐

仁和春天百货

活动亮点：

返券、加赠券全部全场通用

品牌柜长、楼层经理专业推荐

为你的消费保驾护航

超值

礼盒

伊势丹百货

活动不断，满额返券受青睐

“本次春化营业目标同比增长3%，

截至目前， 营业的实际情况与预算持

平。”伊势丹百货化妆品区负责人向成都

商报记者透露，本次“春化”活动把重心

放在了更直接的满额返券中， 提高每个

级别的返券力度。 在此基础上叠加诸如

“精美来店礼”、“消费满额赠券”、“刷

工建行信用卡有礼”、“消费最高礼”等，

使本次春化力度最大化。同时，伊势丹的

I卡及VIP卡， 消费满额返积分在春化期

间也有提升， 返还的积分可以在全馆范

围内购买商品。

目前，伊势丹“春化”活动中最受欢

迎的品牌为：Dior迪奥、雅诗兰黛、兰蔻，

另外，科颜氏销售情况也非常理想。

金牛万达百货

最短春化，集中购买力最重要

在2月20日到23日这四天时间里，金

牛万达百货“短、平、快”的春化节奏，算

是成都参与春化的商场里较为独特的。

化妆品的优惠相当亲民，“满顾赠礼，美

丽升级” 活动很受欢迎， 消费者凭会员

卡，在化妆品专柜消费300元的顾客，均获

精美化妆镜一个。在22日、23日周末两天，

购买力非常活跃。

据金牛万达百货运营部化妆品主管

介绍，“不少品牌特别推出的超值产品，

是反响最好的，像580元的泊美植物臻白

套装、660元的玉兰油水感透白优惠套

装、SKINFOOD的236元的奇异果亮白

精华乳，销量也很可喜。正是因为我们商

场的春化时间最短， 所以购买力也自然

更集中。”

成都时代百盛

8折后再双倍积分，

目前销量已和去年持平

从21日开档至24日， 商场将重点优

惠放在“妆品8折后再双倍积分”上，吸

引了不少会员顾客。

据成都时代百盛化妆品负责人透

露，截至目前，“春化”的销量，同比去年

基本持平。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主要集中

在2月21日至24日的兰芝20倍积分、蜜丝

佛陀20倍积分、 雅顿8折再双倍积分、

FANCL20倍积分，以及2月21日至23日的

积姬仙奴20倍积分。 目前成交量最多的

三款单品， 分别是兰芝雪润无暇气垫粉

凝霜，销量150个左右，FANCL净化修复

卸妆液100支左右，积姬仙奴娇容再生抗

皱棒80支左右。 接下来3月9日之前百盛

的春化都还将持续， 活动包括3月5日之

前购一楼化妆品全场累计满1000元、

2000元、4000元，分别赠送3级大礼；3月3

日至3月5日化妆品品牌日多倍积分；28

日至3月2日化妆品8折或满200省40元。

成都商报记者 黄漫丽 实习记者 李鹏程

首周

回顾

春化

买懂

胜过香港代购

1

、

3

月

4

日

-9

日，娇韵诗宾隆街大型路演；

2

、

2

月

28

日韩国人气品牌雪花秀新柜大型剪彩仪式；

3

、

2

月

26

日

-3

月

4

日雅诗兰黛全新清澈净白系列光华店搭

台活动；

4

、

3

月

8

日，莱珀妮全新鱼子精华纯皙系列全国新品首发。

四档品牌独家活动

精彩享不停

仁和春天人东店客户部经理梁燕

仁和春天招商部经理陈潇璇

碧欧泉

蓝源

5

件套

香港自购一族

郭籽缨

科颜氏牛油果

保湿眼霜

兰芝雪润无暇气垫粉凝霜

雅诗兰黛

购买

攻略

伊势丹百货

推荐人：

1F

楼层主任 李霞

兰蔻去年最佳销售单品是兰蔻新精华肌

底液，销量达到了300瓶。今年主推的则是兰

蔻精准臻白精华乳（RMB� 830），3月7-8日，

只要购买兰蔻任一商品， 即赠3件套。 另满

2680元，除柜台基本赠礼外，再加赠5件套。

雅诗兰黛去年最佳销售单品是特润修

护肌透精华露，销量达到350瓶，今年依然主

推 该 产 品 （RMB� 660/30ml、RMB�

950/50ml）：在2月28日-3月2日，满1080元

赠净白6件套或紧实7件套。 满2080元加赠7

件套，满3280元赠白金奢宠紧颜系列8件套。

远东百货

推荐人：天府店

1F

副课长 秦承

春化期间， 雅诗兰黛推出满1080元起3

档满额赠、兰蔻推出满1080元起3档满额赠，

其余品牌均推出满额赠活动，并针对明星产

品推出了优惠套装活动。去年化妆品节销量

最好的单品为兰蔻精华肌底液， 共销售325

瓶。今年最值得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清澈净白

系列诞生的新成员———全新随行雪融BB。雪

融质地，凝于随行粉妆盒，触肤即融。此次春

化远东百货有多款特惠礼盒推出，并再享受

850元购1000元化妆品区电子礼金卡活动。

特别推荐 雅诗兰黛特润修护肌透精

华露、兰蔻臻白精准淡斑精华、欧舒丹晨曦

玫瑰淡香水。

乐天百货

推荐人：企划部经理 冯浩

2月27日至3月3日，商场内购化妆品满

800元送120元全场通用礼金券， 部分品牌

满200元省40元后再满800元送120元礼金

券。品牌日优享升级，满800元送150元礼金

券，再享10倍积分，让乐天百货“花开时节

春妆绽放”的春化多姿多彩。另外，世界知

名品牌科颜氏西南旗舰店将于2月25日在

乐天百货盛大开幕， 即日起拨打65188666

预约并于3月31日前至专柜购买任意产品，

可享品牌活动并加赠小样6件套及精美礼

品一份（限预约前200位顾客）。

�特别推荐 科颜氏的高保湿霜、 牛油

果保湿眼霜、金盏花爽肤水。

成都王府井

推荐人：营销策划部 蒋梅

3月9日之前， 在王府井两店购指定化

妆品，满50赠5元通用礼金券。品牌日当天

购买对应品牌化妆品， 凭单张收银条满额

还可叠加四档赠券， 满1880元加赠50元化

妆品专用券；满3980元加赠200元化妆品专

用券； 满9980元加赠300元化妆品专用券。

此外，活动期间，持同一卡号会员卡，在化

妆品节期间累计消费化妆品满18800元以

上，可获赠1000元化妆品专用券(每人每卡

限领一次）。 以上四档赠券可叠加享受。非

品牌日购指定化妆品，满15元赠1元通用礼

金券，品牌日享八折优惠。参与品牌有玉兰

油、SKINDFOOD、梦妆、欧莱雅、美宝莲、

佰草集、羽西、KENZO香水。活动期间累计

购买化妆品金额最高的前五名顾客 （两店

共十名）， 将获赠雪花秀白参面膜1支+美

白护肤四件套的会员春日大奖。

成都时代百盛

推荐人：商场相关负责人

2月28日至3月2日，化妆品8折或满200

元省40元。3月3日至5日，品牌日多倍积分；

2 月 28 日 至 3 月 5 日 ， 购 化 妆 品 满

1000/2000/4000元分别送三级好礼，购物再

满680/1280/2280元分别赠送百盛五楼积姬

仙奴SPA护理一次。

�特别推荐 品牌FANCL、兰芝、积姬仙

奴，均有20倍积分的力度。单品方面，FAN-

CL净化修护卸妆液， 价格为228元/120ml；

兰芝雪润无暇气垫粉凝霜，2013年度Elle美

妆之星人气大奖， 价格325元/15克*2个；积

姬仙奴娇容再生抗皱棒，价格680元/8ml。

茂业百货（春熙店）

推荐人：化妆品经理 蒋航

茂业今年的春化将无缝对接“3·8妇女

节”。 活动期间， 春熙店化妆品区800元返

200元（150点化妆品积分+50元女性服饰专

用券），折后满300元接50元抵用券。品牌日

期间， 购相应品牌化妆品当日单柜累计购

物满2000元加赠100元化妆品专用券。3月7

日-9日，女性顾客在春熙店化妆品、女装服

饰、女鞋、钟表、配饰类专柜消费满380元，

可领取温馨礼品一份。

3月1日至9日，SK-II妇女节专享限

量礼盒原价5750元，优惠价3500元。3月7

日-9日， 娇韵诗购物满1080元精选套装

任选2套，满1680元精美套装任选3套，满

2080元尽享4套精选套装。巴宝莉彩妆独

家活动， 原价1220元套装现优惠价 856

元，满1080元赠明星3件套，满1880元赠

悦享4件套。

成都商报记者 黄漫丽 魏晖 实习记

者 李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