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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大假哪里耍国庆大假哪里耍
来新都跨境电商购物节海淘吧

等等，你在说哪个商场促销吗？不
不不，这里说的是在新都北部商城成都
国际美博城举行的“2016首届成都（新
都）·前海国际跨境电商购物节”。此次
购物节由成都市新都区电子商务协会

主办，将从9月2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
月10日，超低的折扣、保真的商品，来自
深圳前海自贸区的20多家知名跨境电
商企业，将为成都市民带来不一样的购
物体验，让大家国庆期间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海淘”的乐趣。此外，新都区50多
家知名电商企业、北部商城企业、特色
餐饮企业也将组团参加电商购物节，市
民不仅可以“买买买”，还能“吃吃吃”、

“逛逛逛”、“玩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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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

海捣网

华润万家“E万
家”

十点一刻海淘生
活馆

深圳市富邦运通
进出口有限公司

康斯顿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中农跨
境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好食食品有
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新优
海淘跨境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深圳骏宏达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

麦迈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帮麦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零食侠科技有限
公司

主营范围

进口母婴用品、休闲
食品、日用品、化妆
品、国际名品、大健康
产品

进口美妆个护、母婴
呵护、海外美食、营养
保健等

施华洛世奇项链、英国
风之子服装、德国玩具
（威力）、进口保健品、
化妆品、休闲食品

法国、西班牙、智利红
酒；比利时啤酒

泰国乳胶产品

澳洲保健食品、韩国
生活用品、韩国厨具
用品
进口食品、进口母婴
日化用品、进口酒水
进口健康保健品、进
口母婴日化用品、护
肤品
法国、意大利、德国、
澳大利亚、西班牙、智
利红酒，德国啤酒
欧美奢侈品，囊括
PRADA、 GUCCI、
KENZO、 D&G、
FURLA、VALENTI-
NO、 VERSACE、
FENDI、 MIUMIU、
MK等上百个品牌
进口母婴用品，营养
保健，个护彩妆，轻
奢，服饰箱包，进口食
品，家居用品。

进口膨化食品、巧克
力、糖果等。

优惠
1、全场购物满200元
送100元购物券（购
物券在海捣网线上使
用）；2、进店有礼，扫
码关注海捣网均赠送
礼品一份；3、全场商
品不定种类买一送一
和8.8折优惠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即可获得7折优惠礼
券；向收银员出示优惠
礼券可享受7折优惠；
每张礼券限使用一次。
所有原装原瓶进口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智
利等红酒3~5折销售，
比利时修道院精酿啤
酒和红酒免费品尝，大
师现场教你如何品酒，
扫二维码还送海马刀
等精美礼品。
1、泰国进口乳胶枕头：
买一送50元优惠券，买
二送120元优惠券（优
惠券仅供二次消费使
用）。泰国进口乳胶床
垫：买床垫送两个乳胶
枕头。2、三人以上成团
购买，乳胶枕头每人减
40元，床垫每人减200
元。

价格优惠的同时满
200减20

1、国际潮流服饰：
DIESEL2折起。2、
PRADA/GUCCI 等
国际一线大牌全品类
5折抢购。3、MK、
KENZO等轻奢品牌
包袋5折起。

部分参加购物节的跨境电商销售产品及优惠

原装原瓶进口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智利等国红酒在原价基础上低至3~5折销售；
国际潮牌服饰DIESEL全场2折起；PRADA、GUCCI等国际一线大牌全品类5折抢购；

……

2016年1月18日，成都获批设立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新都区抢抓机
遇，与深圳前海自贸区合作，推动区域
联动发展，而目的就是促进新都区跨境
贸易发展。此次“2016首届成都（新都）·
前海国际跨境电商购物节”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举办的。

深圳市出口试点于2013年12月5日
在前海启动，并于2014年6月5日完成
9610监管模式下的出口退税业务。2016

年1月12日，深圳市正式获批跨境电商
综试区，在市政府正式发布的工作方案
中，明确全市以前海为龙头。截至目前，
前海湾保税港区供备案电商企业427
家，物流企业65家，支付企业37家，包括
环球易购、兰亭集势、寺库、小红书、沃
尔玛和网易考拉海购等国内外知名电
商企业已落户前海。

目前新都区内大型企业电子商务
应用率超过90%，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

用率超过71%，新兴金融、医药健康、社
区服务等13个平台不断涌现。截至9月，
新都区2016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281.69亿元。依托菜鸟、DHL、普洛斯等
企业，搭建全球物流骨干网，新都正在
探索跨境电商发展，为企业提供简单高
效的跨境电商物流及供应链解决方案，
同时促进国际美博城与广州臻瑷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全进口
B2B2C综合商城。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2016首届成都（新都）·前海国际
跨境电商购物节”由成都市新都区电子
商务协会主办，来自深圳前海自贸区和
成都本土的多家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将
齐聚新都北部商城成都国际美博城。海
捣网、华润E万家、帮麦网、好食国际、羿
百跨境购等，它们在中国跨境电商领域
都是响当当的企业。

海捣网是中国领先的O2O跨境电
商，2015年获得“深圳连锁经营50强”和

“深圳市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就在不久
前，海捣网还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举
行了“质量深圳品质电商”溯源系统合作
签约，保障了平台商品的质量和售后。当

然，海捣网的品质也将延续到2016首届
成都（新都）·前海国际跨境电商购物节。
此次购物节上，海捣网推出全场购物满
200元送100元购物券（购物券在海捣网
线上使用），凡进店顾客只要扫码关注海
捣网，均赠送礼品一份，全场商品不定种
类买一送一和8.8折优惠。

华润E万家，则是华润万家的网上
购物商城，在线销售生鲜、跨境精选商
品、母婴用品等多品类商品，此次购物
节，华润E万家将带来充足的商品，想买
进口食品、母婴用品的市民一定要来看
看。麦迈国际主要销售服饰、箱包和手
表等轻奢商品，在此次购物节上，将推

出超低折扣，国际潮牌服饰DIESEL全场
2折起；PRADA、GUCCI等国际一线大
牌全品类5折抢购。

为保证此次购物节的品质，活动主
办方已经要求商家签订承诺书，承诺展
出商品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无假冒伪
劣和侵权产品。

当然，只逛街不吃美食那多没劲
啊。活动主办方还特别邀请了新都地道
的美食参展，新繁叶儿粑、清流王板鸭、
军屯锅盔，当然还有新都的爆款旅游食
品桂花糕、姜糖。要是还有时间，可以乘
坐区内公交车，到桂湖、宝光寺赏花品
茶，也是很好的安排哦。

抢抓机遇
新都与前海联动发展

签订承诺书
进口商品折扣很大而且“保真”

时间：
9月29日—10月10日
地点：
成都国际美博城
（新都区兴贸路139号）

（一）开行时间
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

月10日
收发班时间：8：30-17：30

（二）开行线路
1、成都军区总医院地铁站至

成都国际美博城
上下客点设置：成都军区总医

院地铁站—成都医学院站—成都国
际美博城

2、新都桂湖森林广场至成都国
际美博城

上下客点设置：桂湖森林广场
上下客点—西环路口站—邮电大厦
站—成都国际美博城

3、北部商城电商购物节活动
区域内摆渡车线路

上下客点设置：贵达茶都调停
点—贵达茶都站—五金机电城站—
盛世香河站—兴贸大道天柏路口站
—成都国际美博城站—海宁皮革城
站。此外，涉及北部商城电商节活动
现场的主要公交线路有X14路、X47
路、672路、K6，将根据此次电商购
物节开、收场时间及客流高峰，适时
调整收发车时间、发车频率、营运班
次等，以方便乘客乘车。

增开3条临时专线
直达购物节现场

青年创业者们看过来青年创业者们看过来
明日到新都
与创业导师天团来一场“头脑风暴”吧！

大学生创业应该做点
什么呢？有人说踏踏实实
做点小买卖吧，也有人说，
“创新才是大学生创业的
驱动力”；

什么时候开始创业合
适？有人说趁年轻，越早越
好，也有人说，“不要大学
一毕业就开始创业”；

要创业没有资金怎么
办？有人说，找风投吧，那
除了风投，还有没有别的
办法呢？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创业的激情在青年大学生
身体内骚动。这个时候，你
需要一些点拨！

现在机会来了！9月28
日，位于新都区北部商城的
“新都区商贸产业孵化基地
和创新创业中心”开园，借此
机会，“创业天府·扬帆新都”
2016中国（成都）新青年创
业嘉年华在连续走进成都三
所高校后，将于9月28日移
师新都，届时，包括约翰.霍金
斯创意生态实验室、亚太教
育创新基金、赛伯乐集团、火
炬孵化等创投基金、创业孵
化器大咖们组成的“创业导
师天团”都将齐聚新都，与成
都青年大学生创业者们来一
场头脑风暴。

“创新创业”——中国经济领
域的一个热词，今年又被写进政府
工作报告。成都也正在加快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活力城市，“创新驱动”成为成都
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和推动城市
转型的第一动力！

新都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青年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而新都创新资源丰富，拥有6个国
家级技术中心、7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和88个省市级研发机构，并有
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西南石
油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和成都医学
院等三所高等院校。目前，新都已形
成了《创业天府·扬帆新都行动方
案》（2015-2020），制定出“一个创
新创业发展目标、六个创新创业平
台、七个方面扶持政策、六个方面保
障措施”的“1676 计划”。2016 年，
在“1676计划”行动方案基础上，新
都区进一步制发《新都区“创业天
府·扬帆新都”行动计划2016年工
作方案》，明确提出了把“创新活城”
等五大行动作为未来五年发展基本
遵循，力争到2017年，初步形成支
撑有力、功能完善、特色鲜明、成效
显著的创业创新体系，到2020年，
将建成智慧资源、金融资源、人才资
源高度融合的创新创业者乐园。

位于新都北部商城的北欧E中
心，是成都市首批电子商务孵化器。
28日，“新都区商贸产业孵化基地
和创新创业中心”即将开园，以此为
契机，成都市科技局、共青团成都市
委、新都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新青
年，都向上--‘创业天府·扬帆新
都’2016中国（成都）新青年创业嘉
年华”活动，联合全国甚至全球创客
资源、创业平台、创投基金和青年创
业领袖，搭建双创平台，从政策、资
金、培训等方面为青年创业者提供
全方位扶持。

在孵化基地，将按照不同的标
准，对创新创业企业、电子商务企
业、创业团队、孵化器给予不同的
补贴和奖励，包括办公用房补贴、
运营奖励、启动支持、人才奖励、产
业扶持等。此外，入驻位于北欧 E
中心的创客邦新都基地，创业团队
可凭创客邦护照在全国创客邦任
何基地免费办公3个月，创客邦将
为团队提供项目申报、政策咨询、
专业培训、人力资源、IT网络、商务
中介等服务。对优秀入孵团队提供
一定的孵化基金支持或风险投资，
每年组织多场各种类型活动，对项
目进行推广和资源对接。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记者 王勤

大学生创业，缺点子、缺人
脉，当然更缺资金。

9月28日的“创业天府·扬帆
新都”2016中国（成都）新青年创
业嘉年华上，亚洲教育北京论坛
副秘书长、亚太教育创新基金发
起人刘秀华，约翰.霍金斯创意生
态实验室合伙人苏彤，1898 咖啡
馆创始人、《中国式众筹》作者韩
树杰，几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金亮、火炬孵化副总裁陆海燕
等十多位创业大咖将就自己熟悉
的领域与大学生们进行分享。

创业的点子从何而来？传统
领域如何植入创新的基因？青年
创业者们如何找到人们新的需求
和市场痛点？约翰·霍金斯创意生
态实验室合伙人苏彤，是北京奥
运会整体形象战略专家团成员，
曾参与“新北京，新奥运”申奥口
号及申奥标志征集工作。此外，他
还策动了众多科技及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项目。在 28 日的活动现
场，苏彤将作为主持人与创业大
咖们思想碰撞。而你的创业灵感，
或许就在这样的碰撞中产生。

创业资金从何而来？可以吸
引种子投资或者天使投资，当然
再往后可以吸引风投。但并不是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遇，也不是

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慧眼识珠。这
时该怎么办？1898 咖啡馆合创始
人，《中国式众筹》作者韩树杰可
能会告诉你答案。或者，你也可以
听听云投汇创始人兼 CEO 董刚
是怎么说的。云投汇专为高速发
展的中小企业提供不同成长阶段
的资本支持。

如果你的创业方向刚好是教
育行业，那更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首期规模10亿的亚太教育创新基
金发起人刘秀华也将到新都，寻
找有创造性、高成长性的教育企
业进行股权投资和并购，并争取
打造出两到三家“独角兽”企业。

虽然活动的主题是创业嘉年
华，但碰撞的不仅仅是创业。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
彭李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周旭，四川省连锁商
业协会会长冉立春，世联资产管
理集团业务拓展部总经理付雪
超，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成都海宁皮革城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忠等嘉宾将
围绕“互联网+”与商贸产业进行
深入对话，近距离把握商业脉搏，
将开拓青年大学生的视野。

十余位“双创”大咖聚新都
碰撞的可不只是创业

新都搭台
助力青年大学生创业

E中心新都区商贸产业孵化基地和创新创业中心

新都六大创新创业载体

新都蜂云谷

E中心新都
区商贸产业
孵化基地和
创新创业中
心

汇融新创谷

成都家居文
化创想中心
创意孵化基
地

西南石油大
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

新都九街音
乐艺术商业
街区

已引进上海动点科技“X-NODE
创业孵化器”、西南石油大学“大学生
创新创业中心”等国内外优秀知名的
孵化器和创业团队。

总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以“自
主创业+孵化创新+研发设计+服务支
撑”为核心发展路径。依托已入驻项目
创客邦孵化培育创业项目，打造自主
创业基地及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与北
部商城现有业态结合，引入行业商业
研发设计团队；引入创投机构、融资贷
款、证券基金机构，为入驻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培育项目成长。

通过知名创投机构、银行、产业协
会、专业服务机构的平台搭建、资源整
合，打造项目、资本、服务三位一体的
创新创业生态链。

涵盖家具设计创意中心、家具展
示创意中心、家居电子商务中心等主
题。

拥有138家企业，以石油天然气为
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经构建良好
的创新创业服务、行政服务、投融资服
务、中介服务和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平台。

致力于打造四川音乐学院产业化
基地、成都市重要的文化艺术创新创
业孵化园和新都区最重要的城市文化
品牌和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