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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庆特刊

支行名称 地址

� �

联系电话

活动详情可咨询各网点

,

大连银行网点地址

: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 锦江区滨江西路

8

号

86196123

、

86196127

大连银行万福桥支行 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2

号

83193551

、

83193552

大连银行九眼桥支行 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8

号

61303871

、

61302793

大连银行高新支行 高新区天和西二街

319

号

（艺家城市酒店旁）

85977683

、

85977681

大连银行天府支行 高新区锦城大道

868

号

62037368

、

62037369

大连银行双庆支行 成华区双庆路

16

号附

18 62126922

、

62126921

大连银行蜀汉支行 金牛区蜀西路

9

号丰德羊西中心

62706616

、

62706605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咨询电话：

028-86196127

、

86196211

大连银行官方网址

:www.bankofdl.com

这个盛夏，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向全城爸爸妈

妈和小朋友们发出诚挚邀请， 一起参与我们的

“宝贝成长营” 夏令营虹口畅游活动吧！ 挥洒汗

水，在山水之间体验不一样的暑期生活，让爸妈与

孩子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让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

情更深厚，同时也是家人之间的协作与默契大比

拼，更能亲临《爸爸去哪儿2》拍摄地。如果你的假

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安排，那么就速速报名吧！

大连银行2014“宝贝成长营”亲子夏令营

大连银行“宝贝成长营”向全城的爸爸妈妈

还有可爱的宝贝们发出诚挚邀请，让“宝贝成长

营”陪伴、见证你的成长。首期亲子夏令营以家庭

为单位，与我们一道共赴虹口，活动不仅有趣味水

上乐园、沙滩游戏，篝火晚会，还有家庭默契大考

验、我是小小蛋糕师、厨艺大比拼等各类小游戏，

让我们在青山绿水之间体验亲情， 让爸爸妈妈与

宝贝们在考验中一起成长。

参与年龄：

拥有5~12岁小孩的家庭可报名参

加（以“爸爸+妈妈+小朋友”为一个参与整体）

报名截止日期：

2014年8月8日

活动落地时间：

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16

日；2014年8月22日-2014年8月23日

活动参与条件：

只要您持有大连银行的银行卡 （含信用卡、

借记卡），家有年满5~12岁的孩子，赶紧拿起电话

报名，就有机会免费参加本次大连银行2014“宝

贝成长营”亲子夏令营活动。

*最终参与名单按报名先后顺序由电脑随机

抽取。（若您是大连银行贵宾客户，或是大连银行

“宝贝成长营” 的成员， 将获得该活动优先参与

权；活动名额有限，宝贝们要抓紧时间报名喽！）

大连银行“宝贝成长营”首届会员招募中！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宝贝成长营”是以金融

服务为平台，为年轻的父母们提供一个亲子互动、

更新管理、 科学育儿的新平台。 在宝贝成长过程

中，重视小孩情商、智商、财商的发展，倡导文明愉

快、亲近自然、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推崇从小培

养孩子们的爱心、责任心、自信心，俱乐部不定期

组织开展亲子户外旅游、亲子大学堂、社会公益等

活动。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塑造乐观的人生态度与

情感，培育成功特质与坚韧意志，用乐观的人生态

度寻找生活中点滴的幸福。“宝贝成长营” 口号：

“我成长、我快乐”！

成为 “宝贝成长营”会员将荣享以下金融增

值服务：

1、提供专属“宝贝”理财产品，并可享受一对

一的理财顾问服务指导， 用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为您打造最放心的理财体验。

2、享受大连银行各网点贵宾厅服务，让您优

先迅速申办业务。

3、享受银行卡免年费及免费开通短信通知服

务，让您的资金更安全。

4、提供专业

机构 “亲子照”

一套， 记录宝贝

和您的点点滴

滴。

5、 专属生

日、节日礼品，送

去我们最诚挚的

问候。

6、特别享有

大连银行举办各

类亲子活动优先

参与权。

大连银行“宝贝成长营”夏令营

带你走进《爸爸去哪儿2》拍摄地

手机扫码抢金蛋，即有机会赢得“1元现金

红包”，而手机淘宝将在三天内免费派发50万份

这样的红包。8月6日，阿里巴巴“码上淘”运营

的“扫码抢金蛋”活动成功落地全国12家都市

类媒体和9家地铁类媒体。

据手淘方面提供的不完全数据显示， 截至

当日19点，全天扫码量已经接近300万。通过流

量曲线图可见，早晨6点即有读者通过扫码获得

手机淘宝派发的现金红包，而在上午9点至10点

的扫码高峰期， 出现一分钟内有4000人同时扫

码抢金蛋。

据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济南、成都、

武汉、南京、沈阳、西安均有至少一家以上的媒

体参加了此次“扫码抢金蛋”活动。根据游戏规

则，8月6日-8日三天里，参加活动的纸媒会在相

应“码上淘”专版版面上印刷6个不同宝箱，读

者通过手机淘宝客户端的“扫一扫”功能扫码

即有机会打开宝箱抢到1元红包， 不同时间扫

码，6个宝箱内的金蛋会有不同的红包， 这些红

包可在淘宝平台上充抵现金使用。

据统计，8月6日参加“码上淘”的都市类媒

体有成都商报、新京报、新闻晨报、广州日报等

12家；地铁类媒体有都市热报、羊城地铁报、武

汉晨报等9家。

阿里巴巴“码上淘”相关项目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虽然新媒体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纸

媒的渠道价值同样不应被低估甚至忽视， 此次

活动首日所展示出来的靓丽数据， 即证明了纸

质媒体依然在所在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品

牌号召力和购买转化力。

成都商报记者

2012年8月6日，由成都商报、红旗连锁联手

打造的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惠民惠农平台———买

够网（mygo.chengdu.cn）正式上线。买够网的上

线，意味着一种B2MS2C（商家、媒体+超市、顾

客）的创新电商模式浮出水面。

2014年8月6日，成都商报买够网迎来两周岁

的生日。这一年，买够网再次实现华丽蜕变，在全

面立足成都的基础上，触角伸向全国、全球———

3月，随着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创刊，

买够网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扫码购”也进入全

面发力阶段。成都商报以《社区电商周刊》、买

够网为核心，全面打造社区电商平台。

5月， 京东成都商报买够网专营店试运行，

在服务本地市民的基础上， 买够网的辐射范围

遍及全国。

7月， 成都商报买够网高起点试水跨境电

商，推出“阳光海团”，发力“追逐”全球原产地

产品， 已接连推出澳洲奶粉以及德国奶粉直供

成都行动。

8月初，买够网京东店、买够网微信商城正

式上线。

至此，成都商报基本形成了自身的“媒体电

商”模式———以“一刊（社区电商周刊）”、一网

（买够网）、N店（买够网京东店、微信店等）、多

终端（2000个中高端社区，1000多家红旗连锁门

店）为基础，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继而打造成

都“放心生活”社区电商综合运营平台。

成都同康快递

同城寻找“加盟伙伴”

21家纸媒渠道价值凸显

读者疯抢50万份1元红包

买够网未来

打造“放心生活”电商平台

●

恭祝成都商报旗下电商平台买够网成立

两周年并取得骄人业绩，在行业中迅速发展，祝

愿在新的征途中再谱新篇。

新文化报社执行社长 相伟

●

开辟报业经营新蓝海， 贺成都商报买够

网成立两周年。

安徽商报社社长、总编辑吴龙

●

树雄心创大业成都商报添锦绣， 立壮志

写春秋电商平台耀光华。祝愿越来越好。

深圳都市报副总经理 丁玲玲

●

贺成都商报买够网两周年庆

,

让地方特色

产品在报网融合的平台为民生服务。

今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建辉

●

生意兴隆，转型成功！

北京青年报副社长兼法制晚报总编辑 王林

●

买好产品，就上买够网。够新鲜，够实惠！

重庆时报商贸会展中心副总经理 李鸣

●

立足本土，扎根社区的本土电商模式 ，

必将成为报业转型的重点方向之一 ， 成都商

报走在了前面 。 祝贺成都商报买够网上线两

周年！

潇湘晨报社区服务平台事业部总经理 季飞

日前，神鸟数据发布“社区电商周刊读者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调查的304名读者中，149

名读者看过社区电商周刊，占比49.0%。数据并不华丽，但作为今年3月28日才创刊的新周刊，这样

的数据已足以让我们满怀信心，大步向前，并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创造更好更美的“数据”。

调查中，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读者们的建议，是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鞭策，也

是我们今后探索的方向、改进的方向、努力的方向。

读者建议：优惠多一些，价格低一些

买够网两周岁 同行送祝福

制图 帅灵茜

成都同康快递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5

日， 是一家取得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快递业务经

营许可证的同城（区域）快递公司（公司网址

www.cdtkkd.com）。

近年来， 成都同康快递与成都商报买够网

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也随着买够网的

发展而壮大。同时，公司与中国银行、苏宁易购、

中国银联、 淘宝网卖家等客户也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拥有成熟的

管理团队和稳定的市场基础。 为了进一步发展

事业，现面向成都地区隆重招商。打工不如当老

板，成都同康快递成就您的梦想！

加盟条件

1、有志经营快递生意的各行业朋友（同行

不拒）；

2、认同同康快递企业文化。

加盟备案资料

1、加盟者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

2、个体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备注：给予6个

月申办时间〕。

加盟流程

1、申请者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了解当前

哪些区域未开设同康网点；

2、获得成都同康快递招商部确认后，申请

者到公司面谈；

3、经洽谈，双方达成一致后签约。

加盟成本

1、 一线加盟店加盟费2000元-4000元/年，

第一次签约只需交2年加盟费；工作质量风险金

5000-15000元。

2、每单仅需购买快递详情单1.5元/张；

3、一线门店就近加盟，无需另外租房，一个

人、一辆电动车就可以起步创业。

加盟原则

1、加盟网点须使用同康快递统一的商标和

企业形象，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做有损公司利

益的事；

2、加盟网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须严

格执行同康快递管理操作制度、按照《同康快递

加盟协议》的各项规定开展业务；

3、 加盟网点享有TK商标及相关要件的使

用权、业前培训、配套服务、IT支持等统一管理

制度；

4、租、住在本街道的人员优先加盟；

5、在考核合格及经营合法的前提下加盟合

同有效期为永久有效。

加盟收益

1、（每单快递的营业额）-（快递详情单1.5

元/张）=毛利润；

2、公司走向全国以后，坐拥品牌巨大升值

空间；

3、在加盟经营后，该加盟店经营权可自由

转让，但需要提前30天在总公司书面备案申请，

并不得损害公司及甲、乙双方利益，卖价应不低

于1500元/票，以取件票数相乘，公司提取转让

金的10%作为管理费。

2014

年

7-8

月成都招商区域

:

成都市三环内区域（东、 南、 西、 北共68

块）、新都城区、天回、大丰、国际商贸城、斑竹

园、郫县城区、高新西区、犀浦、黄田坝、机投、金

花、簇桥、双流航空港、双流城区、华阳城区、白

家、天府南延线（共4块）、中和、石羊场、三圣花

乡、龙泉驿城区、龙潭寺、十陵、三色路工业园。

联系人：王先生

13438857048

028-84304458 84304468 84304478

微信：

TK17178888

网址

:www.cdtkkd.com

招商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鸿南一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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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