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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福利大回馈 劲爆秒杀享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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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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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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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在红星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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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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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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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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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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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客户端升级为红
星新闻客户端，欢迎扫码下载

■赴北美线、泰国往返机票

1、海南航空提供的北美国际经济舱往返机
票（不含税）1张，航线可选成都-洛杉矶/纽约；北
京-拉斯维加斯/圣何塞/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
卡尔加里/多伦多。

海航的北美航线全部由波音787执飞。波音
787系列客机较其他机型拥有更大的舷窗，更充
足的行李空间。先进的舱内空气过滤系统，能够
保证客舱内的氧气和湿度，减轻旅客长途飞行后
的脱水症状和疲劳感。动态LED照明能够模拟全
天不同时间的自然光，帮助长途飞行中的旅客调
节生物钟。

使用说明：请在11月12日至11月23日期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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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
未兑换视为放弃。详细使用细则见机票兑奖函。

2、泰国国际航空提供的成都-曼谷双人往返
机票（不含税）1套。

泰国国际航空提供的成都-曼谷双人往返机
票（不含税）1套。趁着泰国落地签12月开始免费，
两个人去微笑国度过个暖冬吧。

泰国国际航空是星空联盟最早的五个成员航
空公司之一，因为高水准设施和服务赢得了大量
中国粉丝。成都飞曼谷的执飞机型为空客330双通
道宽体客机。航班提供适合中国乘客需要的菜单，
还有多种中文报纸和中文版互动娱乐系统，每个
航班至少有一名汉语空乘服务，舒适又方便。

使用说明：请在11月12日至11月23日期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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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
未兑换视为放弃。

■6天5晚邮轮露天双人间客房

此次用户节，星梦邮轮免费为幸运用户提供
“世界梦号”的6天5晚露台客房一间，可两人入
住，有4条航线可选：

（1）广州南沙-下龙湾-岘港-广州南沙
（2）广州南沙-苏必克湾-马尼拉-广州南沙
（3）广州南沙-马尼拉-长滩岛-广州南沙
（4）广州南沙-岘港-芽庄-广州南沙
区别于其他邮轮品牌，星梦邮轮以奢华为基

调。“世界梦号”排水量超过 15 万吨，高 18 层，
1686间客房中超过70%都附有专属露台，就是为
了让更多旅客享受无敌海景，你能感受到星梦
不惜以减少载客量为代价来增强旅客优质体验
的真诚。再辅之以全球饕餮飨宴、丰富休闲娱乐

及新奇海上活动，为旅客缔造一段启迪梦想的
至臻海上之旅。

使用说明：请在11月12日至11月23日期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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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船票兑奖函”，过期
未兑换视为放弃。详细使用细则详见船票兑奖券。

■景区门票

1、石象湖门票100张（每张价值100元）
2、国色天乡&码头故事联名套票30套（每套

价值90元）
使用说明：在红星新闻APP页面显示领取抽

中后，请携电子凭证于11月10日（10：00-15：00）
前往用户节线下活动地点东郊记忆成都大舞台
领取。餐饮券具体使用方法，依照实际领取现场
券为准。

■美味餐饮券

1、巴蜀大将火锅代金券1000张（每张价值100元）
2、吴铭怀旧火锅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3、三牦记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4、八拾壹天酸菜鸡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5、大味火锅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6、蜀宴小调川小馆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7、码头故事火锅代金券200张（每张价值100元）
8、头鼎汉文化火锅代金券200张（每张价值100元）
9、麻辣空间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0元）
10、老码头火锅代金券300张（每张价值58元）
11、聪少甜品代金券500张（每张价值10元）

使用说明：在红星新闻APP页面显示领取抽
中后，请携电子凭证于11月10日（10：00-15：00）
前往用户节线下活动地点东郊记忆成都大舞台
领取。餐饮券具体使用方法，依照实际领取现场
券为准。

■精美礼品

由去哪儿网、长荣航空、星梦邮轮、海南航
空、香港航空、卡塔尔航空、四川航空&川航传媒、
驴妈妈旅游网等（持续增加中）提供的精美旅行
礼品若干。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1月10日活动日现场，养乐多将在现场提供
100份礼包，用于现场成都商报粉丝活动（礼包内
含养乐多5瓶，毛巾手帕1张，零钱包1个）；另关
注养乐多二维码即可获得养乐多 1 瓶（共计 300
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成都出发 火锅BaBa”专区
近百万吃喝福利回馈用户好礼？

豪礼！

北美线往返机票、东南亚豪华邮轮、海量火锅优惠券……

成都商报用户节，当然少不了吃喝
玩乐，我们的“成都出发 火锅BaBa”
专区为广大用户准备了近百万的旅游、
餐饮福利，通过红星新闻APP、成都商
报官方微信和用户节活动日现场进行
线上线下同步发送。

远到飞往北美的往返机票、开往东
南亚的双人奢华邮轮旅行，近到大街小巷
的一顿火锅、几个甜品，还有限量版的飞
机模型、特别定制的U型枕、旅行套装、大
容量U盘等，每一件都很有吸引力哦！

11 月 10 日用户节线下活动现场，成都
商报将准备一架大飞机模型，“打卡”玩耍之
余可以供大家互动拍照赢奖。同时，还会设
置一口大火锅在现场，可以让大家去拈两筷
子抽取奖品。

我们准备了好玩的互动游戏恭候大家，
玩得溜的直接拿奖哦！比如在飞机模型互动
区，拍照发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由五星航空
长荣航空提供的限量版机模、机模U型枕、
特别定制版便签夹、冰箱贴等精美礼物。

现场还会设置“火锅寻宝”游戏环节，中奖
率相当高！奖品包括景区门票、火锅代金券、定
制版保温杯等，一大“锅”福利等你去捞。

“成都出发、火锅BaBa”专区每半个小时
还将举行一次拼图游戏，获胜者还能拿到旅
行套装、密码锁绑带等大奖。

同时，现场为微信公众号“成都出发”和
“火锅BaBa”的关注者还准备了铁粉福利，只
要你达到标准，不用做什么福利直接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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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成都
商报将此三份大奖放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上，欢迎更多用户来抽取。

从11月8日起连续三天，每天早上7点
开始将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抽取，回复关
键词，即可抽奖。

11月8日（本周四）抽取泰国国际航空
提供的泰国双人往返机票，11月9日（本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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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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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秘籍”】
11月8日，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回复关

键词进行抽奖。
泰国国际航空提供的泰国双人往返机

票抽取关键词是：泰国机票
1000张100元火锅券抽取关键词是：巴

蜀大将
机票、邮轮领取说明：请在 11 月 12 日

至11月23日期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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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细则详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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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时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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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往返机票、豪华邮轮双人间
找准关键词即可参与连续三天抽奖连续三天抽奖！！

大飞机“打卡”、大火锅“捞奖”
参与游戏赢取专属奖品

神秘神秘““火锅寻宝火锅寻宝”！”！

今年平昌奥运会期间，巴蜀大将御用变
脸大师刘正友、张浩，代表中国文化、巴蜀文
化获邀亲赴韩国，参加中韩联合承办的中韩
和平音乐会，给各国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
美好记忆，把整场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11月10日用户节线下活动现场，刘正
友也将来到现场为大家表演吐火变脸绝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何筝
各合作伙伴供图

平昌奥运会期间受邀赴韩变脸
用户节现场将再度展现绝技

变脸大师亮相变脸大师亮相！！

来看近百万吃喝旅游福利清单

作为现场最亮眼的“风景”之一，此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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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备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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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是适合全家的“霸道”购车优
惠，甚至有20台特价车以全川底价出售。

用户节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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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

本届用户节，“成都出发 火锅BaBa”专区为广大用户准备了近百万的旅游、餐饮福利，
通过红星新闻APP和用户节现场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发送。

线上抽奖部分，用户下载红星新闻APP，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进入用户节专题页面
的福利专区，即可参与抽奖，包括机票、邮轮房间券和海量火锅券等。线下抽奖部分，在11月
10日活动日东郊记忆成都大舞台现场，通过游戏现场抽奖，邀请您前来。

到底有些啥？来来来，一样一样报给你！

成都出发二维码 火锅BaBa二维码

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二维码

星梦邮轮世界梦号

精彩的变脸绝技

11月10日上午，成都商报第三
届全媒体用户节将在东郊记忆成都
大舞台隆重举行，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专门组织成都医疗界 40 多位专
家大咖在用户节的现场为成都商报
的读者进行免费义诊。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内
科的刘霆教授，华西医院擅长胃肠外
科疾病的口碑医生李立，擅长消化内
科各种疑难杂症的贺新国医生，省医
院擅长白内障等眼科疾病的屈超医
生，华西医院擅长骨关节炎和骨质疏
松治疗的熊恩富医生……都将在现
场为有需要的患者们义诊。

本次义诊团队囊括心血管、肿
瘤、胃肠道外科、消化内科、儿科等
十多个科室。

此外，四川名医还准备了一大
波福利等你来拿：

1、四川省口腔医院提供口腔基
础体检100份，免费洁牙券100份。

2、肖小儿国医馆提供价值80
元小儿推拿一次或价值120元鼻炎
治疗一次（二选一），共50份。

3、德道口腔提供福利老年人口
腔健康大礼包100份。

4、浩福志中医 门诊部提供
300份价值330元颈、肩、腰、腿锐针
离断术疼痛治疗体验1份。

5、成都玛利亚天府妇产儿童医
院提供50份妇产全面体检套餐。

目前，各大专家的免费义诊名
额已所剩不多，赶紧抓紧最后的机
会，预订专家的义诊名额吧。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
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用户节
抢号”，根据提示进入相应板块，即可直
通抢号通道和用户节福利。（石雪梅）

四川名医二维码

最后两天！
一号难求的华西专家

义诊号免费抢
立冬后，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为您送上一份健康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