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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节线下活动还有
距离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

要闻 05

熊猫侠

时尚牙尖帮

天

乖乖些，
答题就拿周边礼品哦
牙尖熊猫侠？
对头，
用户节现场

成都商业发布二维码

11月9日、10日，在成都商报官方
微信回复关键词进行抽奖。
海南航空提供的北美国际经济舱
往返机票抽取关键词是：
北美机票
巴蜀大将提供的1000张100元火锅券抽取关键
词是：
巴蜀大将
机票、邮轮船票领取说明：请在11月12日~23日
工作日内，凭此卡券到兑换地址（成都锦江区亚太大
厦8楼“成都出发”
）兑换“机票兑奖函”、
“邮轮船票兑
奖函”，过期未兑换视为放弃。使用细则详见机票兑奖
函、
船票兑奖函。
火锅券领取说明：参与者抽中后，火锅券将以电
子卡券的形式直接存于成都商报官方微信菜单栏“我
的卡券”专区，消费时直接向店家出示即可。巴蜀大将
100元火锅代金券，用于巴蜀大将消费现金抵扣（不折
现、
不打包、
不开发票、
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专属定制周边礼品答题相送

牙尖熊猫侠经典场景
“吃货视力表”再现

“牙尖熊猫侠”式预告短视频上线

熊猫侠二维码

关键词
“秘籍”

悄咪咪告诉你个事情，你别跟别个说哈：万众期盼的牙尖
熊猫侠粉丝见面会，要在11月10日的东郊记忆成都大舞台与
大家见面了！当天，也是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用户节线下活动。
牙尖熊猫侠？
！
没错，
就是那个50天全网粉丝量突破500万，
总体
播放量突破64260.9万的成都商报旗下孵化的IP——牙尖熊猫侠！
正
能量网红如他们已经上过央视，
综艺咖如他们上过湖南卫视，
高数
据、
高播放量，
与各大媒体合作的他们在当下可谓炙手可热。
不要问我到时候能不能跟牙尖熊猫侠握手，也不要问我能不
能跟牙尖熊猫侠合照了，总之，你来！你能想到的所有形式的活
动，我们都有。
具体有啥子好耍的好玩的来一起看哈！

“乖乖些，”听到熟悉的称谓，是不是就晓得我是哪
个了？在抖音短视频上，
“ 牙尖熊猫侠”五个字自带流
量，作为50天全网粉丝量突破500万的新晋网红，牙尖
熊猫侠是成都商报旗下孵化的IP，依靠童儿哥和豌豆哥
“牙尖”的表现，说成都、讲成都，让更多人爱上成都，被
网友们戏称为“最皮的官方”。
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用户节，作为牙尖熊猫侠，
肯定要以牙尖熊猫侠的方式为内伙子贡献一份力了
哦。记者打探到，牙尖熊猫侠还为此次用户节准备了一
段“牙尖熊猫侠”式预告的短视频，目前已经在抖音上
线，播放量15小时内突破20万次。视频中，对童儿哥和
豌豆哥过往的经典角色进行回顾。本届用户节，牙尖熊
猫侠好久出现？咋个出现？赶紧观看短视频，了解更多
牙尖熊猫侠的秘密！
前期牙尖熊猫侠已经在抖音发起了#商报正年轻，
未来看红星#话题，目前在这个话题下已经有1392.3万
的播放量，具体数据还在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牙尖熊猫侠还发起了粉丝视频征集活
动，让那些年来自五湖四海并且一路陪伴牙尖熊猫侠
的饲养员们也能在粉丝见面会当天参与进来。
后期，牙尖熊猫侠将继续推送牙尖熊猫侠线上预
热视频，为用户节添上更重要的一把火，并在红星新闻
APP上开启第一轮福利赠送——超过200份牙尖熊猫侠
的周边产品，如签名照、抱枕、U盘、袜子、帆布包等，等
你来领取！

熊猫侠周边礼品

不要说我说了这些你就心动了哈，这才是
个开头，
精彩后续麻烦调整好心情接好了哈！
首先，牙尖熊猫侠经典场景之一——吃货
视力表现身现场，凉虾、冰粉、串串、火锅……
不晓得这些曾经出现在吃货视力表的川味美
食你还记得不？忘了也不要紧，来用户节现场，
你就能亲自变身熊嬢翻拍吃货视力表内容，牙
尖熊猫侠在这里恭候你的到来！
其次，熊嬢、猫嬢、水娃儿那些年说过的话
不知道你还记得么？这次牙尖熊猫侠精选了一
系列牙尖语录，设置了专门的牙尖墙让大家沉
浸在熊嬢猫嬢们的“怀抱”里。并且，牙尖熊猫
侠还贴心地在牙尖墙前放置了由恒洁卫浴联
合富森美家居提供的浴缸，里面放满干辣椒，
让你光是凑到跟前就能感受到牙尖熊猫侠的
牙尖火辣。相信我，如果你跳进干辣椒的怀抱
摆拍各种牙尖造型，一定是全朋友圈最靓的
仔！任何网红打卡点都get不到的拍照浴缸，这
次我们牙尖熊猫侠给到了！
最后，最重要的来了，牙尖熊猫侠周边礼
品赠送！牙尖熊猫侠定制周边礼品，小到便签
本、U盘，大到手幅、抱枕，贴身到帆布包、袜
子，我们通通都有。只要你够了解牙尖熊猫侠，
你敢来答题，我们就敢送！说不定到时候还能
跟牙尖熊猫侠本尊一起拍照合影噢！
好了，不要再满足于在视频面前远程观望
牙尖熊猫侠了，不要再过一个翻牌都要苦苦等
候好久的日子了，这次，11月10日，东郊记忆，
成都商报用户节，牙尖熊猫侠将亲临现场与你
们互动，还在等什么？听说猫嬢熊嬢都在东郊
记忆等起了！

知名时尚博主开设彩妆课堂

成都商报时尚商
业部不仅联合达人和
品牌带来国际化、时尚
化 、专 业 化 的 潮 流 资
讯，为粉丝提供全方位
的时尚服务，同时也通
过本次成都商报用户
节，将更具品质的生活
方式和趣味生活态度
传递给更多读者。
11月10日用户节线
下活动，成都商报时尚
商业部在东郊记忆成都
大舞台准备了三个活
动：彩妆课堂、口红机体
验、幸运抽奖。通过彩妆
课堂，让你探索美丽的
秘密；通过口红机，让你
拥有变美的“神器”；现
场还有多轮幸运抽奖，
欧莱雅集团旗下价值38
元~189元的美妆及洗护
产品等你来抢。

通过李奇老师，解锁邓紫棋、倪妮、包
贝尔、郑恺等明星大咖同款化妆技巧。

部分美妆单品

现场体验刷爆社交平台的“神器”

彩妆课堂>

是什么让无数少女放弃娃娃机而一次
又一次挑战ta？答案是：
口红机！
口红界一直有这样一种现象，不是限
量版，却比限量版更热门，一支难求。没错，
说的就是各大品牌的各种热门色号。有些
口红，
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
在商报用户节现场，就能体验到刷爆
社交平台的“神器”口红机了。游戏类似“见
缝插针”，点击屏幕发射口红，只需要闯过
三关，红红火火的大热门色号：迪奥999#、
阿玛尼405#，
全都能轻松拥有！

和你一起释放美的能量

幸运抽奖>

想知道如何化妆才能既修饰脸型又迅
速提升颜值？职场新人什么样的妆容最合
适？看完了流行趋势，还是觉得一筹莫展，
不知道从何下手？成都商报携手知名时尚
博主、一妆时尚培训学校创始人李奇，为用
户们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彩妆课堂，等
待着和你一起释放美的能量。
现场，
李奇不仅将分享2018年秋冬的最
新最潮美妆趋势，
还会进行妆容示范教学、
专
业咨询，
为参与彩妆课堂的女性们量身打造
适合的妆容。
通过愉悦的现场体验，
不断解锁
新的惊喜，
更是唤醒女性外表下暗涌着的巨
大能量，
诠释什么是女性的百变和美丽。

我们还为来到现场的用户准备了精美
礼品。用户可以通过互动获得多次抽奖机
会，关注时尚牙尖帮或成都商业发布微信
公众号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关注时尚
牙尖帮或者成都商业发布微信公众号，体
验彩妆师改妆并拍照发朋友圈，可以获得
两次抽奖机会。
准备的奖品包括：欧莱雅集团旗下价
值38元~189元的美妆及洗护产品等，先到
先得，
送完即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活动方供图）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海量福利大回馈
劲爆秒杀享不停
四川名医
名医义诊抢号：涵盖心血管、肿瘤、胃肠道外
科、消化内科、儿科等十多个科室的数十位专家
大咖，将在11月10日用户节线下活动日，为广大
用户提供现场义诊服务，与病友们面对面交流诊
治病情。
红星新闻APP线上即可义诊抢号。

成都儿童团
用户节期间，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特别定
制了专属商报用户节的福利——500个四川科技
馆一日游名额全面放仓，无需预约，开馆日均可
参观，
带你一站式玩转科技馆。
领取方式：
1、
下载并注册
“红星新闻”
APP；
2、
进入
“成都”
栏目
“用户节”
频道专题；
3、
进入
“全媒
体用户节福利一览”
页面点击领取；
4、
获取验证码
之后，
于11月10日9点~16点，
凭验证码到东郊记忆
领取实体门票（过时未兑换视为放弃）。

岁月艺术

熟悉买够网的用户都晓得，每年双11买够网
都有一大波福利活动。作为本地最大的生活类媒
体电商平台，买够网的大促从来不玩虚的，全部
是实打实地放价放利。今年，买够网送出的福利
远超往年，
扫码进入买够网微信店双11专区。
福利1：
10000张通用优惠券即领即用
福利2：
连续三天劲爆秒杀
福利3：
精选好货享满减优惠
福利4：
111.1元任选3样超值产品
福利5：
褚橙预售领券立减10元
福利6：
用户节现场抢1元/3元/5元好货
福利7：
京东成都馆同步大促

汽车
作为现场最亮眼的风景之一，用户节汽车展
台此次为更多年龄层的用户带来了“给力”福利：
全家人都喜欢的Xbox体感汽车游戏体验；男士
们最喜欢的限量雪佛兰定制版曼联卡套；孩子们
最喜欢的棒棒糖、爆米花；适合全家的“霸道”购
车优惠，甚至有20辆特价车以全川底价出售。还
将有4款汽车惊艳亮相：刚刚上市的雪佛兰沃兰
多、雪佛兰探界者；别克君越、昂科威20T，用户
可以近距离了解这几款汽车。

等你来拿欧莱雅集团旗下产品

责编 戈萍 美编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红锦鲤

买够网

口红机>

李奇将在现场进行妆容示范教学

抓住
红星

线上抽奖：100名幸运用户、5位名家书法作品、45
幅诗词大会获奖作品，从11月1日起在红星新闻
APP抽取，
抽完为止。
线下抽奖：11月10日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节线下
活动当天，现场扫码抽取100位幸运用户，领取书
法作品。

海量美妆单品现场派送

时尚牙尖帮二维码

找准关键词即可参与

11月8日起，北美往返机票、泰国往返机票以及6
天5晚双人间邮轮名额三份大奖，开始在成都商报官
方微信上抽取，
回复关键词就可能成为那个幸运儿。
昨日，
泰国国际航空提供的泰国双人往返机票已经
送出。没抽中别担心，还有大奖等着你！11月9日（本周
五）将抽取海南航空提供的北美国际经济舱往返机票；
11月10日（本周六）将抽取星梦邮轮6天5晚豪华邮轮露
台双人间名额。
每一天将会有不同的抽奖关键词。
此外，针对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平台，巴蜀大将还
额外提供1000张100元面值的代金券，
欢迎抽取。

等你来！

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300万

成都商报客户端升级为红
星新闻客户端，欢迎扫码下载

北美往返机票、
豪华邮轮双人间免费抽取

家居
宜家家居：500个宜家经典款水杯，2100张宜家无
门槛10元代金券，100个专业设计服务名额，统统
免费，
等你来抢。

YOU成都谈资
11月10日活动日，现场Cafe G1“ 咖啡治病”
快闪店试饮杯咖啡免费20杯（现场口播通知，整
点送出，
关注YOU成都微信号即可领取）
更多福利参见红星新闻APP用户节活动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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