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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期间，开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
粉丝嘉年华。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及官方客户端，送出用户专属福
利，解决衣食住行一切需求。

用户节盛典日当天，我们寻找一枚可以靠脸走天下的用户，在现场我们设置了
刷脸装置，“两微一端”的粉丝可以与我们刷脸互动，系统自动生成颜值打分，当天
颜值最高分获得出国游大奖。此外，我们千辛万苦找到四川各大旅行商，千辛万苦
翻出当季最适合出游产品，我们告诉旅行商：给成都商报的用户价格，必须最优！在
盛典日当天您会了解到这些吐血推荐的旅游优惠礼包。“两微一端”推出中老年品
质旅游“久游会”俱乐部，用户可以享受专属定制中老年VIP旅游产品。

火锅您来吃，商报来买单！用户节期间我们包下了成都火锅大店，连续三天
包场请用户免费吃火锅。用户节期间我们联合火锅店推出“靠脸吃火锅”活动，颜
值比拼每半小时一次评比，颜值最高的火锅免单。我们还准备了上万份成都商报

“两微一端”粉丝定制火锅底料，为您送货到家。
我们会在西村组织一次“多动阵”用户跑步相亲的活动。用户节期间，我们会联

合成都10余家大型渔具店组织一场针对成都商报专属钓鱼人的用户折扣活动，我
们只要最低。期间还会请来钓鱼大师，世界级钓鱼冠军来带您一起钓鱼。

在用户节期间，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旗下产品“爱上钓鱼”还会推出大型真
人秀垂钓节目，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参加“你钓鱼，我出钱，还帮上电视”的钓鱼

“网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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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在物质世界之外，您可能还需要享受丰富的精神生活。成都商报岁月艺术将

分为书法板块、绘画板块，开展一系列活动给您带去福利。
在用户节盛典日当天，我们会邀请100位知名书法家书写“福”字书法作品，

让成都商报用户都能够带福回家，在现场您可以通过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微
信和客户端参与抽奖，把“福气”带走。

盛典日当天，我们还想为您画素描画像，为表示最大的诚意，执笔人我们请
来历届成都商报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的10位艺术家。这一份独一无二的素描也
将由您本人保存。在用户节期间您可以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报名，上传最独具个
性的反映自身气质的半身照，由艺术家自行挑选30位最独特而非最美的素描对
象。期间您可以通过成都儿童团报名，在盛典日带上您的画板，在成都商报首届
全媒体用户节盛典日现场，和艺术家一起执笔画素描。

我们希望艺术的力量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人，在现场我们准备了100张艺术培
训课程的试听券，其中包括书法培训班50张、成人零基础绘画培训班20张、儿童
绘画培训班30张，作为福利以回馈现场用户。

商报人儿都早起，烹牛宰羊且为“您”。
自从我们发出邀请：要请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的客，我们是

一刻都没闲过，成都商报全媒体旗下10大平台，纷纷表示要给用
户上一道他们最拿手、用户吃起来最带劲的“大餐”，以感谢、感
恩并回馈成都商报1亿用户22年的长情陪伴。

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多月里，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里的“两微
一端”（微信、微博、客户端）、儿童团、电商、四川名医、数字营销
中心、谈资、岁月艺术、每日经济新闻、淘宝头条成都频道、营销
公司等10大平台，将为用户奉献精彩纷呈的活动。这些活动，既
有参与性、娱乐性极强的互动活动，也有“买相因”、“吃欺头”的
团购活动，更有量身定制的教育、医疗等专属活动。总之，您的需
求，就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为了回馈22年来一直和成都商报相伴的读者，本次用户
节，我们专设了铁杆读者专享菜单。所有活动，商报读者凭2017
年订报发票享有优先权，同时还可以参加一系列的抽奖活动，丰
富的大奖等纸媒用户来领取。

今天，10大“厨师”摩拳擦掌，拿出了他们的菜单，先期推出
75个活动。这里面，哪个是您喜欢的“菜”？

“两微一端”掌门人：赵郁蒙
亲爱的小伙伴儿亲爱的小伙伴儿：：从成都商报从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官方微博、、微信微信，，到成都商报客户到成都商报客户
端端，，从从11位粉丝到超过位粉丝到超过800800万的用万的用
户户，，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识超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识超过66
年了年了。。这些年里这些年里，，你的每一次点击你的每一次点击、、
每一次点赞每一次点赞、、每一个回复每一个回复，，都是我都是我
们转型发展的动力们转型发展的动力，，未来的路还未来的路还很很
长长，，有您的陪伴有您的陪伴，，真好真好！！

活动内容：
除了您的吃喝玩乐，我们更关心您的身体情况。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下的四川

名医是全国首个区域性精准导医平台、四川最大病友圈。趁着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
用户节，我们使尽浑身解数找来“世界级名医”为您把脉义诊，为健康把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中拥有众多学术精湛
技术世界领先的名医。在用户节期间，我们希望在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各类平
台上，通过全城征集的方式一一找到这些最强名医，邀请您为这些明星医生点
赞。同时，在用户节盛典日当天邀请他们盛装亮相，为用户现场义诊。

为了照顾一些“迷妹”，在盛典日当天我们还会开设“名医奥斯卡”。现场铺设
红毯，让盛装出席的“世界级名医”一一走过，他们穿上白大褂就是为您看病的

“最强名医”。即使您在天南海北的远方，在用户节期间也可以通过线上直播的方
式，了解名医享受名医服务。

我们更希望，对于健康的关注是长久的。在用户节期间，我们会在全城多个
社区设立“成都四川名医健康服务点”，发放四川名医专属的“名医健康卡”。如果
您是2017年成都商报征订读者用户更方便，我们都会附赠一张“名医健康卡”。用
户凭借“名医健康卡”可以获得专属健康福利。

四川名医掌门人：刘瑶
大家好大家好，，成都商报已成都商报已由读者时代由读者时代

走进用户时代走进用户时代。。去年去年33月月，，成都商报孕成都商报孕
育了四川名医新媒体平台育了四川名医新媒体平台，，现在拥有现在拥有
超过超过100100万粉丝万粉丝。。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在成都商报首届全
媒体用户节盛典日上媒体用户节盛典日上，，我们将为所有我们将为所有
的粉丝奉上的粉丝奉上““健康大餐健康大餐””—四川名医举—四川名医举
办办““名医奥斯卡名医奥斯卡””盛会盛会，，让具备让具备““中国第中国第
一一，，世界领先世界领先””技术的技术的““世界级名医世界级名医””走走
上红毯来开展义诊上红毯来开展义诊，，为粉丝的健康把为粉丝的健康把
脉脉。。同时同时，，我们开展我们开展““名医进万家名医进万家””的健的健
康活动康活动，，将健康福利卡送进千家万户将健康福利卡送进千家万户。。

活动内容：
2015年12月20日，成都商报旗下成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我们打造

的成都儿童团聚集了超过20万粉丝，联动全城名校4000余个班级、20余万师生，
覆盖全市学龄儿童家庭200余万。

从10月10日至11月4日，我们成都儿童团将会举行每周一期的“家长进名校”
活动，一次性覆盖四大主要区域的知名幼儿园、知名小学和知名中学。在10月10
日到11月4日期间，邀请成都的名家、名师和亲子家庭互动，每周末都为我们的用
户奉献一堂线下线上的“名师课”。

在用户节期间，我们还将联合成都亲子学游联盟，定期推出更多的亲子学游
体验名额，让您和您的孩子享受更多亲子福利。

在用户节盛典日当天，如同哈利波特影片中的“魔法学院”将会搬到成都儿童
团的活动现场。在这里，来自知名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们将会变身魔法学院的教授，
传授给孩子们或“呼风唤雨”，或“穿越时空”的“超能力”；成都多个牛气冲天的亲子
机构项目将会入驻魔法学院的各个主题班级，孩子们将拥有将废弃水管变成“武
器”，将废纸变成手工艺品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成都最有才艺的孩子们也将会
组成魔法学院里的魔法演艺团，带来最精彩最奇幻的演出……提前幸运抢到入学
通知书的孩子们，将会在这里开启一次“小小魔法师”的奇幻旅行！

成都儿童团掌门人：汪玲
去年去年1212月月，，成都儿童团诞生之成都儿童团诞生之

时时，，我们只是单纯地坚信我们只是单纯地坚信，“，“让孩子让孩子
玩好玩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在这个
知识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更新、、成长被焦虑成长被焦虑、、浮躁包浮躁包
裹的时代裹的时代，，我们调动了这个城市的我们调动了这个城市的
名校名校、、名家名家、、名师名师、、名景资源名景资源，，努力寻努力寻
找适合每个生命成长找适合每个生命成长、、舒展的路径舒展的路径。。
每天早上每天早上88点点，，我们准时与您相见我们准时与您相见。。

活动内容：
除了这些，与您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应该是柴米油盐，蔬菜瓜果。这交给中国首

个媒体O2O电商平台买够网来负责，通过一刊（社区电商周刊）、一网（买够网）、N
店（买够网淘宝店、京东店、微信店），和多平台（独家运营淘宝成都馆、京东成都
馆），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旗下买够网打造构建成都本地最大放心生活电商平台。

您想要买水果？我们送！在用户节盛典日现场，有600份汁多鲜美的猕猴桃等
着您，记住，我们的暗号会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期间给出。

您想要冬日进补？我们送！在盛典日现场，999份买够网花牌坊旗舰店高端滋
补品抵用券等着您，记住，暗号是最新一期成都商报电商周刊，和买购网二维码。
或许您还需要更多？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期间，线上成都商报买够网、
淘宝成都馆、京东成都馆将会同步举行活动，分时段上线10款秒杀产品。我们还
设立了两处分会场：

在10月22日，我们会在成都大卖场送出猕猴桃，如果是成都商报用户前来，
可以享受专属优惠赠品。

在11月11日的买够网花牌坊旗舰店开业狂欢现场，成功下单的您可能还会
收到幸运抽奖带来的意外惊喜，限量款丝巾会双手奉上。

买够网掌门人：邹芸
买够网的用户年龄跨度之大买够网的用户年龄跨度之大，，是是

很多同类型平台不可比拟的很多同类型平台不可比拟的。。在线上在线上，，
我们各平台粉丝创造了数千万流量我们各平台粉丝创造了数千万流量。。
他们以他们以2020--3535岁左右的顾客为主岁左右的顾客为主，，喜喜
欢零食欢零食、、母婴产品母婴产品以及各种秒杀品以及各种秒杀品。。但但
还有一部分顾客还有一部分顾客，“，“银发一族银发一族”，”，也是买也是买
够网线下特卖会的主力人群够网线下特卖会的主力人群。。我想说我想说，，
亲爱的顾客亲爱的顾客，，感谢支持感谢支持，，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岁月艺术掌门人：王奇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更离不开艺生活更离不开艺

术术。。岁月艺术成立岁月艺术成立66年来年来，，我们秉承我们秉承
““多元多元、、诚信诚信、、规范规范””的理念的理念，，坚持打造坚持打造
一个高品质专业艺术平台一个高品质专业艺术平台，，致力于让致力于让
艺术真正走进百姓家艺术真正走进百姓家！！值此成都商报值此成都商报
2222周年感恩用户之际周年感恩用户之际，，岁月艺术真岁月艺术真
诚感谢您诚感谢您！！感谢你们一路走来的陪感谢你们一路走来的陪
伴伴，，感谢你们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支感谢你们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支
持持，，感谢你们源源不断的鼓励感谢你们源源不断的鼓励。。

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10大平台为首届全媒体用户节精心准备，先期推出75个活动
倾情回馈1亿成都商报用户

凭2017年成都商报订报发票享专属权利

10道“大餐”等您来！
用户节盛宴 每经财富训练营掌门人：谭露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每日经济新闻财我是每日经济新闻财
富训练营掌门人富训练营掌门人————““道达号道达号””运运
营营，，谭露谭露。。

在在““财富训练营财富训练营””中中，，我将和大我将和大
家一起家一起，，通过提升财富思维和认知通过提升财富思维和认知
能力能力，，从根本上提升投资理财能力从根本上提升投资理财能力。。

关注关注““理财不二牛理财不二牛””和和““道达道达
号号”，”，我们一起期待我们一起期待！！

活动内容：
针对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每日经济新闻将推出“每日经济新闻财

富训练营”，通过线上实盘操作、线下高手交流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优
质产品，大幅提升用户收益，教您快速赚钱。在用户节现场，“理财训练营”和

“股市训练营”团队还将送上神秘大礼。
据悉，每日经济新闻“理财不二牛”（ID：buerniu5188）微信公众号团队将打

造“理财训练营”，网红“牛妹”和“二牛”将带您体验“理财实盘”+“定投实盘”两
大实盘。用户节盛典日当天，“二牛”和“牛妹”将现身现场，更有顶尖公募基金
的一流投资理财高手与您现场切磋投资心法，您可通过前期报名参与活动。

每日经济新闻“道达号”（ID：daoda1997）微信公众号团队将打造“股市训练
营”，由知名财经网红“张道达”牵头，您可通过和“张道达”一起写作“道达交易法
投资日记”（通过独家数学模型对投资者的投资日记进行评分，并通过大数据后
台分析系统找出投资者的交易弱点进行训练），厘清投资思路，获得及时反馈。坚
持写作20个交易日以上的用户，“道达号”团队将选出5位幸运用户，由达哥为其
定制一份价值300元以上的股市分析诊断报告，找出其不能在股市赚钱的弱点。
盛典日当天，“道达号”运营团队将来到现场，交流股市心法、运营故事等。

用户节期间，“理财不二牛”和“道达号”两大公众号还将不定期推出精彩
投资理财剖析文章，帮助用户全面提升理财能力。

谈资掌门人：王少华
看谈资看谈资，，每天每天一个小开心一个小开心。。提提

醒大家醒大家，，最开心的事就在最开心的事就在1010月月。。除除
了美食了美食，，还会送您一个好梦还会送您一个好梦！！

活动内容：
用户的朋友圈话题神器和减压利器，这是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谈资的拿

手好戏。定位中国版Buzzfeed的谈资，是最大的朋友圈病毒式内容供应商，截
至2016年8月31日，谈资全平台用户超300万，全网月均PV超3亿。

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期间，谈资掷重金打造一场狂欢式的优品
抢购价，目标用户是所有人。产品中既有针对本地用户的“100束花”、“100个游
戏礼包”，也有针对全国用户的“100份辣嘴巴”（电商零食），全部1元销售。

您觉得还不够？瞒住老板，我们准备请24位用户到全国去睡个觉！在用户
节盛典日当天，我们会推出“我想带您去睡睡”活动——在全国12座城市选择
24间最美的民宿房间进行2元抢拍，抢拍成功就可到民宿房间睡觉觉。

淘宝头条成都频道掌门人：孙莉
淘宝头条成都频道力图打造淘宝头条成都频道力图打造

成都本地最强生活指南成都本地最强生活指南，，市民热辣市民热辣
吃喝吃喝、、生活资讯生活资讯，，城市节奏热点城市节奏热点、、大大
城小事统统涵盖城小事统统涵盖。。借由此次成都商借由此次成都商
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淘宝头条成淘宝头条成
都频道给成都用户专享红包都频道给成都用户专享红包，，关注关注
有礼有礼、、福利独享福利独享！！

活动内容：
对用户而言，最实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嘴巴和红包，够实在吧？淘

宝头条成都频道作为西南首家且目前唯一一家与淘宝头条合作共建的成都本
土主流媒体，将用美食与红包回馈用户。

线上，我们将开启“熊猫大侠”美味有礼活动。遴选具有成都特色的商家产
品，并将每一个品牌包装成萌萌哒的“熊猫大侠”，用户可通过淘宝头条成都频
道对其进行投票，最受青睐的5位“熊猫大侠”（五款特产）将组成此次用户节
专属“熊猫大侠”特色精品大礼包。“熊猫大侠”大礼包中还有四川特色的脸谱
或熊猫玩偶等，用户节盛典日当天将赠送给成都商报用户。在前期线上投票的
用户也有机会获得淘宝红包，直接用于“双十一”淘宝购物。

此外，盛典日当天，淘宝头条成都频道将联合高臻臻、老妖婆等成都知名网
红，一起直播试吃十款人气特产。当然也会邀请现场的您一起品尝，让嘴巴说话。

而在盛典日现场，我们还准备了海量用户节专属淘宝红包，用神秘方式进
行发放，可直接用于“双十一”淘宝购物。

营销策划公司掌门人：段武熙
商报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成都本商报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成都本

土最大的活动策划土最大的活动策划、、执行平台执行平台，，成立成立
88年来年来，，以华商大会以华商大会、、中韩论坛中韩论坛、、诗歌诗歌
音乐季音乐季、、青白江樱花节青白江樱花节、、金沙太阳节金沙太阳节
等千余场活动等千余场活动，，为各级政府为各级政府、、企业提企业提
供了有效的营销解决方案供了有效的营销解决方案，，为市民为市民
持续带来欢乐持续带来欢乐。。本次用户节我们将本次用户节我们将
推出文玩市集活动推出文玩市集活动。。

活动内容：
如果您家里有奇珍异宝，这一次成都商报可以帮帮忙了。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

用户节盛典日，成都文玩集市公众号开启专属活动，准备了文玩专家免费鉴宝、文玩
保真交流、香道表演、茶道表演、香道讲座等活动，欢迎文玩爱好者前来参加。

用户节盛典日当日，邀请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专委会成员、省内著名收藏家
等成都一流文玩高手，组成一个10人鉴宝天团，免费为用户鉴宝，鉴定范围涵
盖瓷器、青铜、木石雕刻、玉器、紫砂、沉香等。

在保真文玩交流会上，将会有经过前期征集、专家组集体鉴定并共同出具
书面认证的15~18件精品文玩亮相。这些精品文玩，专家初步估价都在3万元
以上，既有瓷器等各类老物件，也有精品紫砂壶、香味浓郁的沉香摆件，样样都
会震撼您的眼球。

我们还准备了“特惠展销区”，按文玩珠串、玉器杂项、香道茶具三个类，以
最优的价格提供给文玩爱好者。

此外还有茶道分享会、香道表演分享会以及香道讲座，用户通过扫码即可
获得文玩小礼。

数字整合营销中心掌门人：刘宇
作为西部最大的数字整合营销作为西部最大的数字整合营销

中心中心，，成都商报系全平台所链接的成都商报系全平台所链接的11
亿用户小伙伴亿用户小伙伴，，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是我们最大的信心
来源来源。。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
我们设置了奇趣非凡的互动创意我们设置了奇趣非凡的互动创意，，
调动一切能让您看到的渠道调动一切能让您看到的渠道，，只为只为
站出来告诉您站出来告诉您：：亲爱的用户亲爱的用户，，过去过去、、
现在现在、、未来未来，，谢谢您的一路陪伴谢谢您的一路陪伴！！

活动内容：
我们想在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期间玩点大的，专为成都商报用户

量身打造“汽车特购之旅”，让您能以年度最低价拿到自己的爱车！
对于购车一族，我们找到多家主流汽车品牌，为用户争得最大幅度的福

利，堪称年尾能拿到的最低价。这么独特的福利，只在成都商报用户节期间才
有机会体验。

用户节盛典日当天，我们还组织了不同品牌的数十种车型，配合汽车讲座、
试乘试驾活动、车模表演，让盛典日当天变成年末最热闹最实惠的车展。

此外，我们将在用户中寻找嗨买达人，喜欢买、经常买、买得精、买得巧的
用户，都可以通过成都商报嗨买参加，通过展示购物技巧、畅谈购物经验、参加
线上专属模拟购物小游戏，赢取现金红包、化妆品、奢侈品等海量礼品。

1994年1月1日，《成都商报》诞生；22年过去，成都商报晋升为西部第
一大报，50余万订户、300万读者。

为了最大热情回馈读者，成都商报除了准备十道大菜，还针对读者
推出“铁杆读者”专享活动。在用户节期间，我们将举行多轮针对订报用
户的专属抽奖环节，凭2017年成都商报订报发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
丰富的奖品。

您也可以讲出您和成都商报独一无二的故事，或者提供22年来的订
报票据，超过1000份奖品已为“铁杆读者”们备好。

此外，全媒体10大平台所有活动，2017年成都商报订户享受优先权。

1000份

铁杆读者的
“专属奖品菜肴”

更多的活动还将陆续加入。亲爱的用户，您也可以“点菜”，告
诉我们您还想参加哪些方面的活动，好吃好玩好耍的都可以，各
种好耍到爆的活动，打折到骨折的买购，一切都有，只等您来！

用户节的最后高潮，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场隆重的盛典！

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节专线开通

即日起，成都商报开通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专
属热线86613333-1，关于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
的任何咨询、建议及投诉，都可以联系专属热线
86613333-1，或在新浪微博上私信@成都商报，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成都商报”，在对话框中留言。

所有活动调整、修订、完善，都将在相关版面及成都商
报全媒体集群各大平台及时公布，敬请用户关注。

“麻辣火锅”
衣食住行一切需求为您解决

“治病良方”
“世界级名医”为您义诊看病

菜
式22

“名校名师拼盘”
成都儿童团魔法学院开学啦

菜
式33

“特色农产果品”
想买猕猴桃 我们送！

菜
式44

“书画精神食粮”
百位书法家现场送“福”

菜
式55

“财富培训盛宴”
首届每经财富训练营开班！

菜
式66

“100道锋味”
请24个人到全国睡个觉

菜
式77

“淘宝红包大菜”
海量淘宝红包专供用户节

菜
式88

“文玩鉴宝茶道”
成都一流文玩高手为您鉴宝

菜
式99

“汽车特购旅程”
为商报用户打造的年度最低价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制图 李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