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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近段时间，身边很多小伙伴出
门都戴起了口罩，买够网携手实力
厂家直销的空气净化器也成了抢
手货，每天到店咨询购买的朋友络
绎不绝。

“这个季节，不仅外出需要防
护，家里、办公室也应该注重空气
质量的改善。”买够网产品团队负
责人表示，为了回馈市民的热情支
持，在新年到来之际，买够网将携
手厂家给市民送福利——本周六、
周日，买够网生活馆门店精选的

“舒尔”和“国真”两大专业品牌的
多种型号产品，买一台送同款一台
（舒尔230型不参与活动）。

“这次促销力度是近年来最大
的，主要是为了推广品牌，同时也
是回馈买够网粉丝。”厂家负责人
贺先生说，舒尔是一家专著空气净

化器领域 20 多年的企业，从去年
开始深耕蓉城市场，主要与买够网
合作开展特卖会，就是想把质优价
良的产品带给粉丝朋友。从得到的
销售费反馈来看，好评不断。

“家里开了净化器和没有开还
是有很大区别。”家住中道街的房
女士说，舒尔空气净化好用，价格
实惠，功能齐全，操作简单，性价比
高。她还推荐亲友来购买。

据介绍，周六周日的限时买一
送一大促，参与的产品包括特卖价
为 2500 元的舒尔 260 型空气净化
器 ，特 卖 价 为 1600 元 的 舒 尔
03-300 型空气净化器，特卖价为
480元的舒尔车载401型空气净化
器以及特卖价为 1280 元的国真
200型空气净化器等。买够网生活
馆现货发售，不用等待，马上就能

买回家用上，过一个舒爽的元旦
节！另外，特卖价为 980 元的舒尔
230型空气净化器也可继续购买！

热卖产品介绍
●国真200型
特卖价：1280元
适用面积：14-24㎡
特点：采用复合高效滤网，高效级，
有空气质量显示灯，智能模式，睡眠
功能，滤网提醒功能，负离子功能。
●舒尔230型
特卖价：980元
适用面积：40㎡
特点：产生超强负氧离子，净化
PM2.5、二手烟、异味、甲醛等装修
污染。
●舒尔260型

特卖价：2500元
适用面积：40㎡
特点：对微粒的捕捉能力很强，孔
径微小，吸附容量大，净化效率高。
●舒尔03-300型
特卖价：1600元
适用面积：30㎡
特点：空气质量环境显示，多重过
滤保护，三级风量调节，滤芯更换
自动提醒，高效快速滤净，智能操
作，睡眠静音。
●舒尔车载401型
特卖价：480元 适用面积：10㎡
特点：采用超强太阳能技术直接转
变成电能，过预滤网、医疗HEPA
技术、活性炭、光触媒网的有效过
滤，使空气变得更加自然清新，安
装了自动检测空气质量系统。

年夜饭来了
低至5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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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全席之盛世
御宴（16道菜）
抢先预订价：998元

菜品：谭氏官府佛跳
墙、满汉龙骨、御品
葱烧海参、山珍猴头
菇、上汤象拔蚌、三
鲜鱼面筋、皇家四
喜丸子、贡米桂花
蚌、一品千香鸡、如
意鲜虾球、宫廷翅汤
鮰鱼肚、盛世全家
福、富贵海鲈鱼、东
坡一品酱肘、虫草花
老鸭煲、富甲四方

独 立 真 空 包 装 ，全
程冷链配送：为确保食
材更新鲜，每一道菜真
空速冻，独立包装，严
格按照你的时间要求
进行配送，全程冷链。

12-16道硬菜直购到家，买够网生
活馆可看实物样品并接受预订，扫
码也可下单，全程顺丰冷链配送，省
钱 省 心 省 时 ，咨 询 热 线 ：
028-87533742、86626666

四大名厨联手

临近年关，南浔新雅、满
汉楼等出品企业是大企
业，有自己的食材基地，
集中批量采购，提前备
货，所以现在预订年夜
饭价格很实惠！

中央厨房统一烹
饪，星级标准，确
保安全：有4大名
厨亲自精心配制
食材，标准级中央
厨房，让你吃的每
一口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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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方给出三大承诺——

为了解决广大消费者
年夜饭“订餐难、价格贵、很
麻烦”的三大问题，成都商
报买够网携手湖州南浔新
雅（上海新雅食品共同投
资企业）、扬州雾中花等4
大餐饮标杆企业联合推出
2018年“满汉全席”年夜饭，
首次聚齐了全国4大餐饮名
厨，12~16道大菜、名菜，菜
品包含鲜虾鱼肉虾、鲍鱼、
海参等，中央厨房统一烹
饪，星级标准，独立真空包
装，下单后2-3天顺丰冷链
配送到家。新年餐、除夕团
圆餐、元宵餐……现在提前
预订，最低仅598元！

据买够网生活馆店长
高伟介绍，此次推出的“满
汉全席”年夜饭共有三种
套餐可选，其中，598 元享

“盛世和宴”年夜饭，798元
享“盛世府宴”年夜饭，998
元享“盛世御宴”年夜饭。
买够网生活馆有实物样品
可看，现场可交钱预订，同
时，想方便的朋友也可扫
本版二维码下单！

■ 薛泉生：中国烹饪协会名厨
专业委员会资深委员，十佳烹饪
大师、餐饮业国家级评委、国家
职业技能裁判员、江苏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扬州三把刀（淮扬
菜）传承人。
■ 王友俊：谭家菜第四代传人，现

为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营养师、
全国官府菜大赛白金奖得主。
■ 张立国：第六届全国烹饪技能
竞赛金奖得主，满汉全席金牌擂
主，满汉楼特聘特级名厨。
■ 李佳豪：G20国宴御厨，中国
新川菜大师，中国十大名厨之一。

四大名厨
联袂献艺

口味齐全
一桌汇聚四大菜系

相信不少市民都有这样
的经历，去酒店吃团圆饭，点
菜让人非常头疼，因为要照顾
到一大家人的口味。2018 年

“满汉全席”年夜饭，让你没有
点菜的烦恼，名厨们反复琢磨
拟定的菜单，包含12-16道硬
菜、大菜，既有川菜的麻辣鲜
香，又有鲁菜的雍容华贵和平
和养生，还有经典的粤菜、淮
扬菜穿插其中，荤菜、素菜全
都色香味俱全，加热来吃，方
便又美味。

名厨联手
精选食材统一烹制

除夕夜的团年饭是一家
人团聚的欢乐时刻，为了让大
家省事省心，今年，4家餐饮标

杆企业联合推出了不一样的
年夜饭，你只需动动鼠标，就
能在网上下单，年夜饭为你配
送到家。

“满汉全席”年夜饭负责
人表示：“我们首次邀请到川
菜名厨李佳豪、鲁菜名厨张立
国、粤菜大师王友俊和淮扬菜
传承人薛泉生，来联手监制年
夜饭，精选食材在中央厨房烹
制，用好料、做好味！”

独立包装
随时来人随时加菜

据介绍，参与打造“满汉
全席”年夜饭的餐饮企业都有
自己的食材基地，且采购量
大，提前备货，所以价格也特
别便宜。其中，598元套餐鸡鸭
鱼肉全部精选配菜，798 元套
餐珍稀海鲜烹制上桌，998 元
套餐佛跳墙名菜助兴。所有套
餐都是 8-10 人餐，每道菜都
是独立包装，下单后 2~3 天冷
链配送到家，届时，您可以根
据人数多少，随便选择开袋，
10分钟就能加热开饭，不耽误
聊天、看春晚。

温馨提示：买够网生活馆
有实物样品，线上线下均可下
单 ；有 团 购 需 求 可 咨 询
028-87533742、86626666。

满汉全席之盛世
和宴（12道菜）
抢先预订价：598元

菜品：御品葱烧海参、富
贵海鲈鱼、虫草花老鸭
煲、宫廷翅汤鮰鱼肚、满
汉龙骨、东坡一品酱肘、
皇家四喜丸子、山珍猴
头菇、三鲜鱼面筋、一品
千香鸡、盛世全家福、
如意鲜虾球

满汉全席之盛世
府宴（16道菜）
抢先预订价：798元

菜品：鲍汁黄金螺、
上汤象拔蚌、富贵海
鲈鱼、满汉龙骨、富
甲四方、东坡一品酱
肘、御品葱烧海参、
山珍猴头菇、三鲜鱼
面筋、皇家四喜丸
子、贡米桂花蚌、一
品千香鸡、如意鲜虾
球、宫廷翅汤鮰鱼
肚、盛世全家福、虫
草花老鸭煲

迎新年限时大促 爆款空气净化器买一台送一台
买够网生活馆现货发售，优惠活动仅限周六周日两天

门 店 优 选

买够网生活馆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
坐4、7、37、56、56A、62、340路
公交抵达附近。
咨 询 热 线 ：028-86626666、
028-87533742

暖冬羊绒节继续
98元买羊绒裤
198元买羊绒衫

羊绒手套、护膝特价 30 元，羊绒裤
特价98元，羊绒衫特价198元……买够
网生活馆携手内蒙古荣恒、娜昕古拉两
大品牌厂家打造的第二届“暖冬羊绒节”
仍在火热举行中！活动期间，到场消费可
享受多重福利：到店并转发活动信息，即
送高档丝巾（90cm×90cm）一条；到店任
意购买羊绒衣物不限金额，即可以19元
的体验价换购一条高品质的羊绒披肩
（每人限换购一条）；购物满500元，加1
元送指定羊绒衫一件；购物满600元，加
39 元送指定羊绒大衣一件（数量有限，
送完即止）。

扫
码
下
单

满汉全席

染发、焗油、养发
韩愢生态鲜花泡泡
染发剂帮您搞定

源自韩国的韩愢生态鲜花泡泡染发
剂，采用韩国新一代染发技术和配方，只
需要拿出一袋，剪开袋口，将染发剂挤出
即可开始染发，而且只需短短10分钟就
可轻松上色。该产品集洗发、染发、焗油、
养发于一体。换了新包装，厂家也给出优
惠价：199元/组，每组4盒，每盒8袋，每
组赠送2袋试用装。市民可在买够网生
活馆下单，也可扫码进入“成都生活馆”
微商城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