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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齐鲁晚报作为
全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有着
庞大而固定的读者群。而贵和
购物中心细心服务每一位消费
者的态度，在济南商业中有着
良好的口碑。贵和购物中心以
其生生不息的活力，不遗余力
地为消费者着想。

此次贵和购物中心与齐鲁
晚报合作，在十一黄金周来临
之际举办读者日活动。购物赠
送齐鲁晚报全年订报卡，不仅
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而且在广
大齐鲁晚报的读者群中影响很
大。长期以来订阅齐鲁晚报的
张女士说：“因为我家常年订

齐鲁晚报，算起来也是老读者
了。这次看到在贵和买1200元
的东西，就能免费看一整年的
齐鲁晚报，真是太实惠了，感
觉这种促销对我们读者来说是
很有吸引力的。”

“十一期间肯定是要给家
里人买点东西”张女士这样
说，“现在贵和购物中心在搞
‘读者日’活动，奖品就是全
年的齐鲁晚报，我这个周末就
在贵和买东西了。”据了解,
本次“读者日”，贵和准备了
充足的礼品，足够在活动期间
提供给需要的顾客。请消费者
放心选购。

在贵和购物 获齐鲁晚报
贵和购物中心举办“齐鲁晚报读者日”购物赠报活动

9月29日—9月30日，贵和购物中心举办“齐鲁晚报
读者日”活动，活动期间在贵和购物中心消费满1200元
获赠齐鲁晚报全年订报卡一份。活动一出，即刻引起了
齐鲁晚报的广大读者和济南消费者的强烈反响。

◎面向大众 倾情奉献读者

贵和购物中心的读者日活
动，让一些原本一直在贵和购
物的消费者，在这个周末更有
去买东西的理由了。自1997年
开业以来，贵和购物中心就一
直走在济南时尚消费的最前
沿，随时随地的把最时尚最新
鲜的品牌带到济南。

贵和购物中心拥有的大量
国内外著名品牌，江诗丹顿、
伯爵、卡地亚、Ermenegildo
Zegna、HOGO BOSS、POLO
RALPH LAUREN、登喜路、
都彭、宝姿、Christian Dior、
资生堂等。不仅服务了一大批
忠实的消费者，而且提升了济
南的城市时尚指数。

消费者侯女士说：“贵和

购物中心的定位是高端，以国
际大牌为主。而且在里面购
物，随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小到服务员的一举一动，大到
整个商场的理念，感觉都是为
每一位顾客着想。在贵和购
物，很舒服。”

就在8月17日，贵和购物
中心的欧米茄旗舰店盛大开
业，并同时发布了全新的
Ladymatic女表系列。一直以
来，济南的消费者很难接触到
这些一线品牌的发布活动。而
贵和购物中心不仅引进了品
牌，还将发布会一同带到了泉
城，给消费者一个非同凡响的
消费体验。

◎顾客至上 贵和服务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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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服装，法国的香水，瑞士的钟表……对于追求精致品质的男士们来
说，这些话耳熟能详。意大利是一个优雅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度，3分钟穿越其中，不是
请你去旅游，也不是去参加贝卢斯科尼的性感派对，这个黄金周只需置身于恒隆广
场，你就会迅速被意大利高级男装的魅力所折服。深秋临近，在恒隆广场东翼一楼，
2011秋冬精品男装季“穿越意大利”开启。

精致简洁的剪裁，性感时尚的色彩，修身设计的版型，极其舒服的面料……不
必亲去意大利，如今在恒隆广场超五星的购物环境中，静心徜徉，细细品味，这些众
多一线大牌的精湛设计，给男人们带来的体验感悟，不亚于一次长时间的沙漠徒步
穿越，或者惊心动魄的漂流历险，醉享其中，再现男人的性感活力和经典魅力。

3分钟穿越意大利
——— 2011恒隆广场秋冬精品男装季

流行看点：在今年秋冬系列中，低腰
夹克是现代年轻男士的品位之选，特别
采用质感柔软的肩膊设计，低腰长裤大
腿及臀部剪裁修身，与夹克衬托出完美
配搭，凸显男性的线条之美。

品牌特色：西服及夹克富有设计特
色，以结子图案为主题；领带款式层出不
穷。运动夹克以衬垫绗缝，顶级棉质面料

带来舒适感觉。
编辑推荐：蓝色单粒扣西装，瘦身，

16900元。

流行看点：今季VERRI在面料的运
用上，具有现代感的高科技面料，平实自
然的天然面料和闪光双色面料，光滑的

合成材料，哑光面料共同书写了新鲜而
趣味十足的新故事。

品牌特色：注重开发研创质感独特，
而功能性强的面料，搭配意大利细致的
时装工业，让每一款VERRI时装都精致
尊贵，品味卓越。

编辑推荐：黑底绿色休闲西装上衣，
线条时尚，8900元。

优惠活动：VIP9折。

流行看点：David Mayer
Naman 善于把握由色泽混搭
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进而缔
造出一种略显粗犷、永无虚饰
感的穿着风范；无论无可指责
的质地，抑或经典而不失现代
气息的款式，Dav i d May e r
Naman皆至臻完美。

品牌特色：传播“诱惑”文化，
塑造性感高雅的男士着装特点。

编辑推荐：深V领纯羊毛
马甲，深红色，百搭，2990元。卡
其色双排扣外套(如图)，领子
可拆卸，6990元。

优惠活动：国庆期间满
3000元减500元。

David Mayer Naman：国际化的着装标志

VERRI：米兰的舒适品质

Pal Zileri伯爵莱利：优雅的创作设计

化妆品单张发票累计实付满2000
元，即赠美的开水煲一个。
娟幸运有你

华联、嘉华每整点从前1小时
购物的顾客中各抽取1名幸运顾
客，分别赠送100元礼金卡一张。
娟新世纪影城：华联、嘉华单笔
累计实付满200元即送新世纪影城
半价优惠券2张。
娟羽绒服超低价再打8折；
娟个别商品不参加本次活动，(活
动时间：9月30日-10月7日)

振华商厦济南人民商场

娟满就赠：
满300元送200元。当日购穿着

类、箱包、床品现金部分累计满
300元即可获200元赠券，并按300
元的整倍数赠送。
娟化妆珠宝活动：

当日购化妆品现金部分累计
满100元减10元；珠宝200元当400
元；手表7 .5折起。
娟赠送活动：

活动期间，当日购物累计满
800元及以上者(超市单独累计)，
赠刮刮卡1张，现场开奖，奖项设
有：天翼手机、OQO保温水壶、
全年报纸一份(任选其一)、多样屋
星座杯。

槐荫广场人防商城

娟国庆黄金周特卖会
(10月1日-10月7日)
娟服饰、鞋包区特卖会：

换季特卖商品价格5折优惠；
秋冬新品8-9折优惠。

三联商社

娟活动一：
9月30日前，预约送888元定金

卡+山东一卡通。
娟活动二：

在三联商社购彩电、冰洗、空
调、厨卫家电产品均可享受黄金价
格保护。
娟活动三：

单品满1000元返300(现金卡直
降+赠礼品)满2000元返600(现金卡
直降+赠礼品)最高返现3000元。
娟活动四：

10月9日前持招行信用卡来三
联商社各门店分期付款消费享3
期、6期0首付0利率0手续费。分期
满2500送电影票1张，满5000送电影
票两张优惠活动。
娟活动五：

满1000送1000最高送6000元。
购任一款3G智能电信手机加任一
款千元以上家电即送所购家电总
金额的等额花费。
娟活动六：

凡在十一活动期间当日购物
累计2件及以上的顾客均可参加累
积赠礼活动。累计购物满一定金额
即可获赠大尺寸液晶彩电、豪华对
开门冰箱等精彩豪礼。

苏宁电器

娟9月30日超级团购总动员
畅享十一价
9月30日，一年一度的苏宁930

超级团购总动员震撼开幕！预交
订金再享9折的活动仅限9月30日

当天！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苏宁将推出18天价格保证最低的
承诺，9月22日起至10月9日，在苏
宁任一门店所购商品如遇同城同
类商场同型产品价格更低，消费
者可凭同类型商场有效发票原件
到苏宁任一门店获得双倍差价补
贴。

来济南苏宁各店预交订金即
可在9月30日享受成交价基础上再
9折的直降优惠，最高直降500
元！9月30日来苏宁买冰箱时就可
以在所有优惠基础上再便宜300
元。

国美电器

娟十一国美超级购物节———
31家门店联动全城尽享国庆价
1、累计满8888送32寸液晶
2、电视、音响购42寸以上彩

电送DVD一台
3、购洗衣机就送内筒清洁剂

满1999元送电压力锅 满3999送
移动DVD

4、冰箱满6999元送19寸液晶
5、购单反相机最高直降1000

元，加赠8G、16G卡，数码礼
包，电压力锅

购摄照产品直降100元-500元
加赠4G卡，清洁套装，包，读卡
器，电脑，汤锅

6、电脑单品满2000元送忆捷
4GU盘，电脑单品满4000元送腾达
路由器

7、购厨卫满999元返100元现
金券(全场通用)

8、全场饮水机，水设备满
1000元加送电饭煲

活动时间(9月30日—10月7日)

在这个国庆七天长假，购物达
人里怎能少了你的身影。众多商家
推出了长假打折盛宴、各大卖场准
备了丰厚的礼品，迎接您的大驾。

在 这 个 十 一 长 假
里，与家人、朋友们一
起Shopping吧！

□本刊综合

和谐广场

娟狂欢大抽奖，金秋全家游：
9月30日至10月7日，凡到

和谐广场购物单张消费满99
元有机会获取全家江南三日
游、iPad2等众多豪礼倾情奉
献。
娟美食连连看 舌尖环球旅：

9月30日至10月31日期间，
和谐广场内东方豪客、狮头鱼
尾、仙踪林、满记甜品、悦食悦
美、酷圣石、安佳蛋挞、德克
士、茉莉餐厅、食尚家等数十
家环球美食店铺，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优惠活动礼献泉城。
娟宝贝梦幻岛 亲子大联欢：

10月4日至10月7日，宝宝
在家长陪同下，均可免费参加
和谐广场举办的“宝贝梦幻
岛”活动。活动期间，柏斯琴
行、星光贝贝、星期8小镇、非
常小孩涂鸦艺术馆、咕噜岛等
品牌的娱乐体验轮番上演！
娟超值优惠 激情狂享：

银座百货：9月30日—10月
7日，凡到商场购物，均享受满
减再赠礼优惠，并可参加幸运
抽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出生
日期为9月30日的顾客，持有效
证件均可免费领取蛋糕券一
张。
娟乐享shopping“豪”礼奉上：

9月30日至10月7日，凡在
超市内单张发票购物满58元、
88元、118元、188元、258元，可凭
购物发票至指定活动地点领

取开业时尚“豪”礼一份

银座商城

娟争分夺秒，快乐提前：
银座商城、银座购物广

场、八一店、北园店、洪楼店、
玉函店、华信店、燕山店、高新
区店、和谐广场店9月30日晚7
点起，穿着类全品类，每满300
减150/120/100元起基础上折
扣直降限时抢，活动时间：9月
30日。活动期间，各店延时至
23：:00闭店
娟普天同庆 激情狂欢：

商城店、广场店、八一店、
北园店、洪楼店、玉函店、和谐
广场店男装、女装、鞋、箱包、
童装、饰品、床品(特例特价品、
超市除外)每满300减150/120/
100元起。华信店、燕山店、高新
区店每满200减100元起同档可
跨品牌累计
娟幸运Hold住,礼券抽不停：

9月30日—10月7日，全场
购满300幸运返红利，2000元封
顶！

贵和购物中心

娟“加力返、全力赠”：
部分穿着类品牌8折基础

上满100减20/10元。F1层钟表、
F5层数码、小家电、BI层同仁
堂、F2层非黄类珠宝满千返
百。购物满6000元/10000元/
20000元/30000元即可分档获
赠榨汁机/电压力锅/挂烫机/
微波炉等精美礼品。

娟齐鲁晚报读者日：
9月29日-9月30日，在贵和

购物中心购物满1200元即可获
赠齐鲁晚报2012年全年订报卡
一份。
娟超值换购 嗨翻全场：

9月30日晚21：00—23：00，
当日消费累计满20 0 0 0元/
10000元/5000元以上，凭购物
发票即有机会按5/6/7折换购
精美畅销品。
娟越刷越奖 银联专享：

9月30日，刷银联62标准卡
满600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
单张发票最多限赠5张奖券。
参与抽奖活动，有机会赢取
iPad、nano、贵和礼包、百脉泉
水票等奖品。
娟庆·国庆 乐·重阳：

10月1日---10月7日，部分
穿着类商品七折起。当日消费
单张发票满1500元以上即可获
赠A里50元蛋糕券一张(每天
限80张)。满3000元以上即可获
赠收纳箱一个+2012年全年订
报卡一张(每天限80套)。

恒隆广场

娟“感恩泉城 礼尚恒隆”
(9月13日-10月31日)
纪念礼
活动期间，凡在恒隆广

场消费，即赠恒隆广场开业
纪念水杯一个。单次消费满
326元(含326元)，赠1小时停车
券1张+瓷杯一个。单次消费
满526元(含526元)，赠1小时停
车券2张+瓷杯一个。(赠完即
止)

幸运礼
活动期间，凡在恒隆广场

消费可参加抽奖活动。一等奖：
800元山东一卡通一张，每天1

张。二等奖：200元山东一卡通
一张，每天5张。三等奖：50元山
东一卡通一张，每天60张。
娟品牌活动：

名店运动城：9/30-10/3消
费满300元即送60元现金抵用
券1张；9/30-10/3消费满300元
-799元送A礼包(提米饮品10元
券、名店独家品牌特享8折券)；
9/30-10/3消费满800元及以上
送B礼包(百丽宫影城50-70元
券、名店独家品牌特享8折券)

Mr.Pizza：
会员十一期间来店内消

费可获赠碳酸饮料两杯。凭此
张报纸来店内消费金牌系列
披萨，赠送价值39元的无限续
沙拉(限四人以内)。(期限：10月
1日---10月7日)

百丽宫：
会员半价优惠，一张卡可

每天刷6张半价票。《亚瑟和他
迷你王国3》电影套餐：100元=2
张亚瑟影票+2杯中可乐+一桶
大爆米花。刷招行卡半价，一
张卡限刷2张半价票。

华联、嘉华

娟秋品之恋
服装服饰、鞋类秋季新

品全面上柜，跨品牌累计每
满200减80，鞋类部分品牌满
200减100。
娟满额享礼

购服饰、鞋包、床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