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肝脏
外科主任医师严律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学、胸外科学教
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周清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
任医师朱精强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科主任医
师林永红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外一科主
任医师胡显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医师付平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产科刘兴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外科主任
医师刘浩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
师杨洪吉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心血管科
主任医师华益民
■四川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东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杨可辅
■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刘
文英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曾杰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楼有益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
邹静
■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峥峥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周科教授，主
任医师丁一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
医师黄德铨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中医不孕不
育科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周从容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呼吸内
科主任医师艾涛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病
区主任、电生理室主任刘汉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博士 研究生导师赵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医师彭兵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大外科/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苑玉清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
主任、儿童早期矫治专科教授，硕士导
师、博士指导导师李小兵
■四川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赵平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黄定明
■四川省骨科医院沈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
医师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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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之后，天气渐凉，要想保持好
的身体状态，适当进补很有必要。事实
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滋补
养生意识都增强了许多，然而，具体到
什么季节该补什么，怎么补，一些人却
不甚了解，甚至有时显得有些盲从。

从本周五开始，成都商报买够网
将联合知名零售企业四川杏林大药房
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秋季养生节”，
一连三天，由双方产品团队共同精选
的数款主打滋补养生品将进行亲民价
特卖，其中包括新鲜当季的正宗文山
春三七，以及优质产区的新鲜人参。此
外，深受蓉城市民喜欢的鲜品铁皮石
斛、石斛破壁饮片、丹参粉、黄芪粉、西
洋参等都将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亮相。

品质正宗
所有产品均由“杏林”把关

“强强联手，低价惠民！”买够网
资深产品经理高伟表示，今年端午
节，买够网首次携手杏林大药房进行
了惠民特卖，优质的产品，亲民的价
格，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都享受到
了切切实实的实惠，“买滋补养生品，
肯定要看品质，我们相信买够网，相
信杏林，产品确实很好，吃得放心！”

应市民的要求，这个秋天，买够

网再次携手杏林大药房为大家带来
“秋季养生节”，精选推出的养生品都
是非常适合秋冬季滋补的，包括文山
春三七、铁皮石斛鲜品、鲜人参等。所
有产品均由杏林大药房采购部进行
品质把关，确保每款养生品都是来自
原产地的精品。

新鲜亮相
正宗文山春三七亲民价特卖

“秋季非常适宜滋补养生，而我们
此次活动的主题就是‘新鲜’的滋补，有
许多都是应季滋补鲜品，营养价值更
高。”杏林大药房中药部副总监罗兴琼

介绍说，本次养生节的主打产品之一是
正宗当季的文山春三七，普通60头的文
山春三七特惠价低至240元/斤，另外还
有采用先进技术的冻干三七，特惠价低
至500元/斤，其他品类的三七产品更有
买一斤送半斤的大力度优惠活动。

“也许一些市民会有疑问，为啥有
的地方三七只卖不到100元一斤。我可
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在文山，这个价格
连批发的都买不到。”罗兴琼说，今年
以来，文山三七的价格普遍上涨，营养
价值更高的“春三七”更是比“冬三七”
售价高出许多，“很多人吃三七却不懂
三七，其实三七有春季和秋季两个收
获季节，八九月份收获的叫‘春三七’，
质量好，营养价值高，价格也相对更
高，11月以后收获的叫‘冬三七’，营养
价值低些，价格自然也低些。而市场上
三七价格高低差别大，就有人用冬三
七来冒充春三七。我们这次养生节上
推出的都是从文山一家大型三七基地

采购的春三七，质量好，性价比更高。”

到店有礼
活动头天 凭商报免费领鲜人参

为了让市民更加方便地参加“秋
季养生节”，杏林大药房精选了旗下6
家门店同时于本周五至周日开展特卖
活动。买够网和杏林大药房还为市民
准备了众多惊喜，本周五养生节活动
开幕当天，凭成都商报到6家杏林门
店，即可免费领取一支鲜人参（小号），
每个店限前50名。此外，精选的铁皮石
斛鲜品买一斤送一斤，再加送盆栽（盆
栽送完即止）；现场购买北京同仁堂地
道鲜人参，买一支送一支（小号），再加
送人参酒一瓶（半斤装，价值108元）。

如果活动当天整体购买中药产
品满1000元，还可获赠一罐中山中智
西洋参破壁饮片（价值188元）。对养
生滋补品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周末来
逛杏林大药房哦。 （余兰）

秋季滋补，养生品就选“新鲜”的！
本周五至周日，买够网携手杏林大药房推出“秋季养生节”
文山春三七、铁皮石斛等多种产品亲民价特卖

■时间：2016年10月21日~23日9：
00~20：00
■地点：
杏林大药房东大街店（锦江区上东
大 街 170 号 ， 门 店 电 话
028-86730306）
杏林大药房华生店（武侯区国学巷
48~52号，门店电话028-85557656）
杏林春堂华西馆（武侯区国学巷黉
门公馆，门店电话028-68091899）
杏林春堂青羊馆（青羊区一环路西
二段31号，门店电话028-87732526）
杏林大药房建设店（成华区建设路
建设巷1号电子科大宿舍一楼钻石
广场旁，门店电话028-68520672）
维特大药房衣冠庙店（高新区永丰
路2号，门店电话028-85970013）

买够网·杏林大药房秋季养生节

活动咨询热线：028-86626666

买够网产品经理在文山考察三七

个贷中心
十月续演不收费时代

今日个贷中心积极响应政策，
为企业发展、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
支持。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
拨打电话028-86748844，或者直
接去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
楼，天府广场旁，申请银行贷款都
有机会享受无抵押、额度高、放款
快，银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
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免费服务免费送

为答谢客户，个贷中心感恩回
馈，现不仅免费贷款，还免费办理各
类信用卡，而且免费送pos机。如今多
种网络支付提现开始收费，个贷中
心始终心系客户，承诺续演不收
费时代。
■免费快捷宅急贷

个贷最新推出的宅急贷，不收
取服务费，手续简便，五分钟出额
度，当天可放款，最高额度达1500
万。公寓住宅房产证持有6个月以
上，房龄低于30年可办理。最多可
抵三套房，支持按揭房二次抵押。
咨询电话028-86748844。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要贷款
的朋友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
来办理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可用个
人商业保单做贷款，将年缴保费放
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
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
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
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
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
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次办
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有车一族急需资金，也可
致电028-86748844申请车贷。资
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时就能贷到
款，月息低至8厘。

市民张先生急需资金周转，奔
驰车被相关机构查封，通过个贷中
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应急贷款。

只要您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
押 ，只 要 致 电 个 贷 中 心
028-86748844，我们都将为您获
得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贷款、投资，企业一站式服务，
就在个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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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俱乐部

成都商报微信

工作日期间
每天40份奖品送“铁杆读者”

何为“铁杆读者”？成都商报创
刊22年，有这么一群读者用户始终
支持、一直力挺、永远关怀。此次用
户节，成都商报欢迎新环境下追求
新变化的新朋友，也不忘多年以来
携手同行的老朋友。

只要您向成都商报提供2017
年成都商报订报发票，就可以参
与用户节“铁杆读者”专属抽奖，
从即日起至11月5日，工作日期间
成都商报每天推出40份“铁杆读
者”专属奖品，您可以拨打成都商
报用户节专属热线86613333-1参
与抽奖，40份奖品先到先得，额满
为止。活动期间，同一奖品一人只
能领一次。

目前我们为“铁杆读者”准备

的奖品包括：每瓶价值218元的馥
绿德雅丰盈洗发露每日5瓶，价值
80元的石象湖门票每日20张（每
个获奖者可领取2张），每箱价值
120元的加多宝饮品每日15箱。后
续奖品池会有更多奖品并且还会
在此基础上累积抽奖名额，请读
者用户持续关注。

此前用户节还放出“铁杆读
者”专属福利，包括成都国际音乐
节诗歌季“音乐之都·诗歌之城”门
票，不同场次总计数百张。

“铁杆读者”专享用户节
顶级名医义诊号

在11月6日用户节派对当天，
四川名医将请来成都各大医院顶
级明星医生（首批31位）为商报用
户提供义诊服务，来自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四
川省骨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成都市妇
女儿童中心医院等10家医院，涵
盖了20多项专业科室。包括来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周清华、朱
精强等“一号难求”的明星医生都
会在当天义诊。

此次活动，成都商报将为“铁
杆读者”准备300个专属义诊号，您
可凭成都商报2017年订报发票，拨
打成都商报用户节专属热线（028）
86613333-1抢号，300个义诊号只
为“铁杆读者”专享！

此前，市民龙女士在看了报纸
后，通过成都商报用户节专属热
线，成功抢到了朱精强医生的号。
目前朱精强的义诊号已经抢完。

同样在平时“一号难求”的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外科主
任医师刘浩，也在此次用户节义诊
名医名单当中。前几日，肖女士通
过用户节专属热线，帮母亲抢下了
一个刘浩医生的号。肖女士说，母
亲脊椎有问题，20年前正是刘浩医
生给她做的手术，“那时候刘医生
才刚参加工作不久。”一晃多年过
去，前不久，肖女士母亲感觉脊椎
有些不适，想找刘浩医生检查，但
却得知，刘浩医生11月的号都已经
满了。“正好看到商报用户节义诊
活动上有刘浩，赶紧报名抢号。”肖
女士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属于“铁杆读者”的专属抢票
渠道，尚有部分义诊号等您来抢。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 王勤

“铁杆读者”专属奖品揭晓
速来！工作日每天送出40份

成都商报旗下“成都商报购房
者俱乐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半
个月以来，已为超过百名购房者提
供在成都买房的咨询服务。用户节
期间，成都商报购房者俱乐部联手
成都多家品牌开发商推出一系列
专属购房优惠活动，打响头炮的就
是“成都热盘，商报用户团购会”。

7大热盘报名加入
商报用户最高再额外优惠1%

作为用户节期间的重磅福利
活动之一，成都商报购房者俱乐部
推出的“成都热盘，商报用户团购
会”已得到市场上多个品牌开发商
的响应，目前包括万科城、恒大·中
央广场、龙湖·三千庭、华润·二十
四城、信和·御龙山、融创·观玺台、
首创·娇子1号等7个楼盘成为首批
参与项目。

无论您想要的是城东还是城
西的房子，无论是想买刚需住房还
是改善住宅，或是投资商铺，在用

户节期间商报用户都有机会挑选
到适合自己的房子。

除了参与项目均位于市区或
热点区域外，本次参与项目还为成
都商报用户带来了专属福利。比
如，万科城、恒大·中央广场、龙湖·
三千庭等项目都分别给出了额外
1%的让利；信和·御龙山还在此基
础上推出了部分房源可享受3000
元的物业费优惠（以上优惠措施具
体使用规则详见后续报道）。

成都龙湖相关人士表示：“成
都商报用户节搭建了媒体与读者
的互动平台，也是报纸回报用户
的有益活动，我们开发企业也将
积极参与。这次龙湖拿出实实在
在的优惠，借助用户节回馈成都
商报读者。”

信和·御龙山负责人称，成都商
报拥有非常稳定的用户群体，其中
也不乏成都信和·御龙山的业主，为
满足其用户的购房需求，信和·御龙
山此次甄选部分精品房源，将实惠

真正送到商报用户手中。

关注“成都商报购房者俱乐部”
“商报用户团购会”等您加入

据悉，即日起至11月6日，最懂
成都的购房服务平台——“成都商
报购房者俱乐部”就将针对参与楼
盘进行专门的解读，并一对一地建
立“商报用户团购”微信群。凡是对
这些楼盘有购买意向的消费者，只
需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商报购
房者俱乐部”均可免费加入，除能
享受到开发商给出的专属优惠
外，成都商报记者及房企代表也
将在群里接受客户的买房咨询。

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成都商报购房者俱乐部’搭
建购房者和市场的交流平台，不但
是一份报纸社会责任的体现，同
时，也是成都商报房产板块转型升
级，实现融合发展，打造信息服务
平台的体现。

成都商报记者 谢雯

目前，用户节及“团购砍价会”
活动正在积极推进中。更多优惠细
节及参与福利，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及“成都商
报购房者俱乐部”官方微信。

7大市区楼盘对商报用户放出专属优惠
成都商报购房者俱乐部挑选市区优质新房，商报用户可报名团购

铁杆读者铁杆读者

专属抽奖
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

户节开启以来，奖品池日益丰
富，从四川名医顶级名医义诊活
动名额，到热门旅游景点免费门票
……咋个才能抢到更多福利？成都商
报为“铁杆读者”开辟专属抽奖通道，
工作日期间每天固定放送40个奖
品名额，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
间，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不
定时推出，等您来抢！

凭借2017年成都商报订报发票，拨打成
都商报用户节专属热线86613333-1参与抽
奖，工作日每天40份奖品先到先得，额满为
止。活动期间，同一奖品一人只能领一次。

部分“铁杆读者”专属奖品 用户节顶级名医义诊首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