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台式西餐

王品台塑牛排执著于对美味

的严格定义， 历经数千小时的严

格选材，精心研发之后，发现一头

牛只有第六至第八对肋骨这六块

牛排，经数十种中西香料腌浸2天2

夜后，再用250℃高温烘烤一个半

小时，独具中国口味的牛排，全熟

且鲜嫩多汁，因此，一头牛只能供

应六客王品台塑牛排，弥足珍贵！

悠闲下午茶时光

GRANADA石榴树餐厅采用

最新鲜的食材制作西式美食，并

根据亚洲人的爱好推出特色东南

亚菜式，为您展开曼妙下午时光。

精致日本料理

花里日本料理在制作上，要

求材料新鲜，切割讲究，摆放艺

术化，注重“色、香、味、器”四者

的和谐统一，材料和调理法重视

季节感。

顶级红酒优雅之选

SARMENT旨在为全球葡萄

酒爱好者的生活注入优雅。 其精

挑细选的葡萄酒精致、细腻，附上

时尚、吸引眼球的外包装，无论从

哪个角度看，都闪耀夺目！

刷农行信用卡5折

享仁恒美食

而在小长假之前，对喜爱美食

的成都人来说， 还能提前享受实

惠。4月26日-4月27日， 刷农行信

用卡消费GRANADA石榴树、

SARMENT、COFFEEMAI可立享

刷100元返50元，每卡最高返500元

优惠。相当于五折优惠，非常划算！

作为成都高端生活方式目的地， 五一小长假期间的成都仁恒置地广

场也将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汇聚了众多国际一线大牌，更可享用来自世界

各地新鲜美食以及醇美的葡萄酒，让您和家人共度完美小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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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仁恒置地广场全场单笔消费满

2000

元，顾客即

可参与幸运刮刮卡抽奖活动。 有机会获赠仁恒置地

3000

元购物券、

SARMENT

红酒等丰厚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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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五一连环特惠

更有法式浪漫葡萄酒节

五一乐购手册 玩转成都百货

2

流行服饰享优惠

群光广场优惠五一，流行

服饰部分满300元省120元，更

集结50多个品牌推出五一惊

喜价商品，众多品牌联袂呈上

最优惠折扣，DKNY� JEANS享

新款9折，G-star新款9折、部分

款7-8折，韩国时尚品牌VOLL

持群光会员卡享8折优惠，少

女品牌COIINCOS指定款6-7

折 、 欧 时 力 指 定 款 7 折 ，

SCOFIELD男装持群光会员卡

享9折优惠，LEVI’S指定款满

300元省100元。

同期在8楼特卖场还有依恋

旗下女装大型促销会， 届时E-

land、Teenie� Weenie、EnC、Body�

Pops、MindBridge 男 装 都 将 有

3-5折的超低折扣。 不仅如此，

在4楼手扶梯口还有ROEM、碧

淑黛芙、 自然元素的花车特卖，

全场低至3折。

兰芝、欧舒丹、高丝雪肌精

系列、OLAY方程式系列， 以及

GUCCI、BURBERRY祭出上半

年最丰厚赠礼。黄金珠宝方面，2

楼周大福、六福珠宝持群光VIP

卡，部分商品可享8.5折优惠，谢

瑞麟正价镶嵌饰品满1000元省

120元现金。

缤纷乐趣活动多

活动期间购物满800元起即

可参加六级缤纷好礼满额赠，

还有特别的加价购活动， 消费

满500元加1元或5元就能把厨

具套装或调味壶等好礼带回

家。Hello� Kitty卡友持卡消费满

2000元或3500元即可获得超萌

的Hello� Kitty餐具组或茶具组，

三五星会员还能加赠点心碗或

点心盘！

同时， 特别企划 “爱上台

湾”名品特产展正在负2楼展出

中， 超好吃的台北101牛轧糖、

功夫黑糖、凤梨酥、橄榄油，还

有美容养颜的台湾玫瑰综合酵

素等都在特产展上一一展示，

还带来台湾马油、 手工皂等护

肤品和养生水壶、 美容毛巾等

等台湾特产。5月3日之前，全馆

累计消费每满400元就能兑换

价值20元的美食抵用券， 可以

在群光广场8楼、9楼的各指定

主体餐厅使用， 为你的五一假

期增添美味。

葡萄酒节共享法式风情

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

日前成都家乐福举行 “春季进

口葡萄酒节”， 上演法式浪漫，

谱写春日序曲。家乐福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举办的“春季进口

葡萄酒节” 旨在为成都消费者

带来正宗、原汁原味的葡萄酒体

验。

5月11日之前， 成都家乐福

“春季进口葡萄酒节”将覆盖包

括大世界店、青石桥店、光华店、

双桥子店、红牌楼店、华阳店、资

阳店及新都店在内的8家门店。

活动期间，部分商品更有低至五

折折扣，期待消费者到门店享用

惊喜。除此之外，作为葡萄酒节

主会场的大世界店特地在店前

广场辟出专区，4月27日之前，消

费者除可在现场免费品尝多款

美酒之外，还有机会与业界人士

亲密交流选酒、品酒心得。

“进口葡萄酒节”是家乐福

的传统特色活动，受到广大顾客

的好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积极参与。每年葡萄酒节期

间，来自法国等多个国家、各大

知名酒区的世界进口葡萄酒都

将在家乐福活动门店展示。此次

“春季进口葡萄酒节” 的启动，

是家乐福作为优秀企业公民为

中国消费者、中法建交50周年所

精心准备的法式献礼。

成

都

群

光

广

场

成

都

家

乐

福

成

都

华

联

商

厦

20周年庆优惠七连环

5月3日之前， 顾客在参加活

动柜组购买流行服饰， 现金部分

当日累计满300元送300元优惠

券，累计满600元送600元优惠券，

依此类推，多买多送。

成都华联的“经典夜购”在周

年庆期间更是推出“升级版”，4月

30日晚七点到次日凌晨一点，夜购

中流行服饰满300元送300元优惠

券，再送20全场通用券，让你畅购

20周年庆典盛宴。

5月15日前，会员到店就送20

元全场通用券， 在此期间还有20

周年庆会员大招募， 凡当日在成

都华联商厦购物满500元，即可凭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会员U卡

一张，作为开卡礼，成功办卡者将

获得20元全场通用券一张。

5月1日至5月18日， 当月生日

会员可凭卡内积分超值兑换礼品。

5月3日之前，中厅还有哈森品牌推

出的最美女人花、 小型酒会、2014

年度新品展卖等现场活动。

楼层调改换新貌

为庆祝20周年，成都华联商厦

于春季进行楼层调改。调整后的成

都华联商厦， 引进化妆品美丽芳

丝， 珠宝中国黄金， 女鞋贵之步、

TOREO，品牌休闲女装H:CON-

NECT、味知味觉，青春女装Z11、

果纳勒、唇印，淑女装珂莱蒂尔、诗

篇、SEELER，莱克斯顿、柯路士、

汤尼威尔集合店。还引进运动类匡

威、 阿迪生活等。6楼为儿童馆，主

打童装童用， 增加儿童游戏区。近

期， 成都华联商厦即将升级微信

服务号功能，敬请期待。

小长假三天，成都华联不仅针对节日送上优惠力度，更为庆祝商场

20

周年生日，推出环环吸引的连环特惠。

即将迎来上半年度的黄金

小长假， 成都群光广场为大家

带来流行服饰部分满

300

元省

120

元等诸多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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