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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全新商场冲关游戏

重磅大奖样样吸引

去年万象城春装上新、 跨年演唱会等

成功营销活动在不少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今年万象城在活动方面再接

再厉， 继续推出创新的现场电脑互动冲关

游戏———石头剪刀布。这款游戏非常简单，

选择了大家都会玩趣味游戏，运气为主，并

不需要太多技巧，大多数人都能轻松驾驭，

也让参与者有“回到纯真童年”的怀旧心

情。如果你幸运地通过初选、复选，最终进入

决赛，接下来等待你的就将是缤纷的大奖，

包括面额4000元的万象卡、面额1000元的万

象卡、1000元Ole超市提货卡等，并且最高可

赢华润熙悦广场地铁SOHO一套使用权。

小小卡片有玄机

8张红卡轻松拿

4月27日之前， 所有到万象城的消费

者， 都可以凭有效身份证及有效联系方式

到服务台，注册自己的冲关账号，到南庭领

取绿卡一张。 同时当日如果在万象城内产

生了消费， 则可直接按全场累计两千积分

兑换黄卡一张进行兑换， 如果要直接兑换

红卡， 则需要当日全场累计一万积分或集

齐5张电子黄卡。不要小看这张红卡，参与

者只要集齐5张红卡， 就可以入围决赛，进

入赢大奖的冲关了。 虽然这个游戏非常简

单，本身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想要快快集

齐8张红卡，还是有一些玄机的，在这里万

象城向玩家们提供简单攻略及游戏的具体

规则，让玩家能更有效率地“升级”。

STEP1

：免费领绿卡，路人别飘过

绿卡的获得，真可谓零门槛，所有到店

的参与者，都可以凭身份证到服务台领取账

号密码，里面就直接含绿卡一张。不要浪费

自己的名额， 说不定在愉快的冲关过程中，

不知不觉，你就已一步步向大奖靠近了。

STEP2

：黄卡容易拿，也可积分换

参与者凭借绿卡参加冲关，连赢三次将

获得一张黄卡，连胜六次可得2张黄卡，以此

类推；或凭当日全场消费的2000积分直接兑

换黄卡一张，并且可累积。黄卡更多是在拼

运气，想要小小偷懒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最

直接的积分兑换方式，直接将黄卡拿到手。

STEP3

：红卡需累积，懒人直接得

凭借黄卡参加冲关， 连赢两次获得一

张红卡，连胜4次获得2张红卡，以此类推；

或凭10000积分直接兑换红卡一张；还能用

5张电子黄卡兑换红卡一张。这就让参与者

可以选择拼智慧还是拼积分啦， 小伙伴们

慢慢体验过关斩将的游戏过程虽然乐趣无

穷，懒人直接获得的方式倒也来得痛快。

STEP4

：晋级总决赛，向大奖迈进

集齐8张红卡进入总决赛，4月27日，万象

城将汇集手持8张红卡的“高手”们，进行一

场“高手的对决”，决赛产生的幸运儿们，缤

纷大奖将让你的游戏乐趣转化为获胜喜悦。

到万象城玩游戏

冲关集卡，轻松拿大奖

到店即有绿卡送，最高可赢一套地铁SOHO使用权

盯着手机玩“炉石传说”“神魔之塔”等当红冲关游戏的乐趣，让不少沉迷其中

的玩家们简直没法将眼睛从屏幕上转移。近期，万象城推出一款现场版冲关游戏，简

单的游戏规则、超低的入门体验门槛、毫无年龄和消费的限制，关键还有一堆的实用

奖品相送，让游戏更加真实，也让逛街更有乐趣。

惠享30天，积分抽奖100%中奖

与冲关游戏同步进行的，还有万象城的积分抽奖100%中奖

活动， 让想要获得奖品又不太愿意花费精力的消费者， 实现愿

望。活动期间，当日全场累计满两千积分即可抽奖一次。奖品包

括一等奖的400元万象卡， 二等奖的200元西西弗爱书卡、200元

Ole超市购物卡，三等奖为尚泰百货、西西弗、玩具反斗城、Ole超

市100元购物卡。四等奖为百老汇电影票、美车堂/万顺洗车卡、

冰纷万象滑冰券。除了百分百的中奖外，还有每周二工行卡单笔

消费满1000元可领取100元万象卡的赠送。

周二、周四享优惠

万象城近期“抢”货攻略

到商场，除了有好玩的游戏玩，幸运的礼品拿，消费者最为

关心的还是购买的实惠。万象城在6月24日之前推出每周二“享

生活”优惠，5月8日之前推出每周四“惠生活”的万象城会员特

权日，让前来万象城消费的朋友，尽享购物力度。

周二“享生活”优惠，推出众多餐饮优惠，其中包括30余家

餐饮，近百款特惠菜品低至5折，包括釜山料理、焱铁烧、港九茶

餐厅、元町食堂等品牌的部分菜品，并且当日在万象城餐饮类店

铺累积消费满100元，或在冰纷万象滑冰场、百老汇影院、尚泰百

货除外的其他店单笔消费满300元， 即可免费获得观影特权卡。

凭购物小票及观影特权卡可享20元购一张百老汇2D观影兑换

券。周二还接受会员特别招募，当日消费满500元即可办理VIP卡

一张，满10000元可办金卡一张。当日持工商银行卡单笔消费满

1000元可领取100元万象卡一张。

周四“惠生活”万象城会员特权日，周四新会员入会可得精

致开卡礼， 并且当日消费累计满888元即可领养灵气绿植一份。

活动期间，积分可翻倍使用，当日消费积分达2500分扣减积分后

可兑换50元万象卡，以此类推。逢周四，会员观影可享全线5折优

惠，VIP会员可享受10元滑冰优惠， 金卡会员更可以免费享受滑

冰体验。周四的消费冠军还有神秘惊喜大奖。

春装新品，让你逛得停不下

成都晴朗的天气，让春装开始摇摆起来，万象城汇集场内品

牌，向消费者推荐多家最值得购买的品牌，和最值得购买的春装

新品款。女装部分Weekend� Max� Mara，金卡9折，Double� Love享

会员9折。 女鞋LOTTUSSE部分春款7折， 其中编制牛漆鞋3980

元，LOTTUSSE部分春装7折，手工打孔四季鞋3980元。还有TU-

MI，4月27日之前每周五到周日，满5000元省300元，满3000元省

100元，其中特别推荐BRAVO系列迷彩休闲背包4540元。饰品方

面，ALEXANDRE� DE� PARIS部分货品1～7折， 柔蝶系列原价

3020， 现价1510元。PANDORA在4月27日前周五到周日满1000

返100，推荐的纤纤蝴蝶手链2770元。

（黄漫丽）

惠享夏季时尚新品，畅享时尚生活方式

仁恒置地广场本周开启时尚热购

持续晴好的天气，让成都有了一夜入夏的感觉。脱下厚厚的衣服，美女们终

于有了大秀身材的好时机，也让成都的时尚指数再次飙升。眼看火热的夏季即将

到来，作为成都高端生活方式的目的地，成都仁恒置地广场又一次站在了潮流的

前端。在五一小长假前率先开启时尚盛会，以诱人的优惠价格推出一系列时尚服

饰，让你在小长假惊艳亮相，和时尚潮流同步，成为人群中最抢眼的时尚达人！

约“惠”仁恒置地

时尚过五一

4月18日至4月20日，整整三天，仁恒置

地广场独家推出“五一惠，抢先享”活动。

小长假前， 赶紧趁这个周末为自己置办一

身亮眼的时尚行头吧！

■ 一、二楼当日消费满20,000元送面

值400元电子券， 满40,000元送800元电子

券，以次类推，最高上限满40万元送10,000

元电子券。

■ 三到五楼当日消费满4，000送面值

400元电子券一张，满8,000元送800元电子

券，以次类推，最高上限满4万元送5,000元

电子券（餐饮品牌除外）。

■ 4月26日、27日两天，仁恒置地广场

还推出“春日品尚，畅享美食”的刷农行信

用卡活动，可5折享仁恒美食，让您在购物

的同时还有美食相伴！4月26~27日，在仁恒

置 地 广 场 GRANADA 石 榴 树 、COF-

FEEMAI、SARMENT品牌消费，可立享刷

100返50元，最高返500元的额外优惠。

■ 4月18日~24日ZUMA品牌还将在

仁恒置地广场举行特卖会，ZUMA的粉丝

们千万不要错过。

■ 4月30日到5月3日， 全场单笔消费

满2，000元即可参与幸运刮刮卡抽奖活动，

幸运顾客将有机会获得仁恒300元电子券

和SARMENT红酒。 而大奖则是仁恒送出

的3，000元电子券，也许您就是幸运儿中的

一员哦！

打造今夏“MUST� BUY”

仁恒夏季大热时尚单品全搜索

SHEME

演绎时尚中国风

中国原创奢华品牌SHEME携手JI� CHENG

亮相伦敦时装周，正式发布2014春夏《牡丹亭》系

列。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首位登上国际时装周T台

发布的中国奢华女鞋品牌，SHEME牡丹亭系列闪

耀夺目的创作臻品， 从造型设计到材质到色彩的

选择面料剪裁的精准把握， 每一道程序都是历经

严苛选择和考量的顶级上乘臻品。

SHEME� 2014春夏 《牡丹亭·蝶影寻花》系

列,�围绕着《牡丹亭》凄美的爱情，该系列的每款

鞋履，都拥有一个名称取自中国著名昆曲“牡丹

亭”词牌名的产品名称。刺绣花瓣元素通过不同

的细节处理方式在鞋和服装上互相呼应， 共同营

造出温婉浪漫的唯美风格。SHEME以抽象线条表

现花瓣元素的鞋款， 简约的线条则与JI� CHENG

简约率性的短裤套装相互衬托，甜美中不失率性。

缤纷活动，家门口的时尚盛宴

这个周末，除了仁恒置地广场推出的各种优惠

活动外，场内各国际时尚品牌的活动也非常丰富。

即日起至4月19日，BOSE将会在1楼广场带来

精彩路演活动，活动期间会有丰富的买赠好礼，包

括BOSE单肩斜挎包、时尚双肩包、限量版进口瑞

士手表、定制版QC15降噪耳机、妙韵桌面音乐系

统等，绝对是音响发烧友们的绝佳选择。

就在4月19日， 意大利著名优雅奢侈品牌

TOD'S将在仁恒置地广场举行2014春夏新品系列

VIP预览酒会，让身在成都的TOD'S粉丝们，在家

门口也能欣赏到来自世界一线大牌的发布会。

4月 25日， 拥有逾百年手工制鞋历史的

BERLUTI，将邀请自法国的制鞋师到BERLUTI仁

恒置地店为客人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与此同时，4月26日， 备受时尚商务人士青睐

的国际品牌HUGO� BOSS将推出春夏新品展示，

并为顾客提供独家服饰造型互动活动， 届时模特

将在店内展示春夏新品系列， 并由资深造型师为

VIP客人提供专业造型搭配意见。 五一出游怎么

穿才有型，交给HUGO� BOSS吧！

惊艳亮相，仁恒再添全新大牌

作为成都的时尚新地标， 仁恒置地广场一直引领着城中时

尚潮流。而近期，又有一批备受瞩目的全新品牌将入驻这里，为

这座时尚地标再添一抹靓丽的色彩。

LOEWE

（开店活动：

4

月

20

日

～30

日）

LOEWE是欧洲电视机高端奢华品牌， 是专业电视及音响娱

乐系统的制造商和经销商， 至今已拥有89年历史。2005年，

LOEWE成为领先的高档平面电视供应商。 在2008年，LOEWE的

CONNECT（连接）预示着一个新的、非系统终端设备可以连接

到一台平面电视集数字电视时代。在2010年，LOEWE最终推出了

媒体中心，提供了完美的整体家庭娱乐网络。

KOSTA BODA & ORREFORS

（开业时间：

5

月

1

日）

KOSTA� BODA（珂丝塔）始创于1742年，其历史悠久的水

晶工厂， 汇聚了世界顶尖的水晶设计师，使自身水晶艺术风格

日臻完美。ORREFORS（欧瑞诗）创始于1898年，秉承着经典永

恒的设计， 其所有透明水晶艺术品和水晶酒具均为手工精心打

造，并荣膺1925年巴黎世博金奖。5月1日，仁恒置地广场A区4楼

429店铺KOSTA� BODA� &� ORREFORS期待您的光临。

玛莎拉蒂（

4

月

11

日已开业）

象征着力量与激情的玛莎拉蒂皮具、 鞋品秉承顶级跑车的

文化理念，是与品牌形象相结合的意大利精品，展现了意大利先

进的设计工艺与优雅的生活传统，为现代社会打造高科技、高品

质的奢华产品。 此次玛莎拉蒂皮具鞋品店选址成都仁恒置地A

区3楼322A铺， 将为成都消费者带来全部在意大利本土生产的

皮箱、皮包、钱包、皮带、钥匙扣等产品。

U+

瑜伽

U+瑜伽位于成都仁恒置地广场四层401-403店铺， 由国际

瑜伽导师、 国家运动营养师以及国家级健身教练提供瑜伽、康

复、悦体、营养配餐等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致力于打造U+品牌

专属定制的特色YOGA体疗健康管理工坊。

（魏晖 黄漫丽）

FURLA CANDY

糖果系列

一件“甜美得如糖果”的时尚配件！这绝对是CANDY糖果

包独一无二的特点。 它将经典的波士顿包外形通过运用创新前

卫的材料重新演绎。缤纷的色彩设计和个性的外形，成功捕捉到

现代女性的真实渴望，FURLA� CANDY糖果系列迅速上位成女

性心中的“MUST� BUY”！

FURLA本季推出的数款手袋，精致实用，兼备有一大一小

的尺码，可为不同风格的妈妈和女儿打造最亮丽的母女装。无论

是PVC� CANDY� BAG，还是SAFFIANO小牛皮的PIPER，都必

定令您甜在心头。

SHEME

高跟鞋

T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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