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院 ＞＞

◇新世纪电影城泉城路店周

二全天半价，周一至周三会员

半价，每周末12 点之前半价。

地点：泉城路339 号万达购物

广场四楼。电话：86086088

◇鲁信影城体育中心店周二

全天半价，工作日 15：00 之

前、节假日 12 点之前半价。

地点：经十路 124 号省体育

中心鲁能泰山广场B1 楼。电

话：81762666

◇新世纪嘉华电影城首次储

值300 元可办会员金卡，每天

12：00 以前，晚上21：00 以后

半价，周二全天半价，周一、周

三会员全天半价。地点：济南市

槐荫区经二路588 号嘉华购物

广场五楼。电话：87918188

◇大观电影城周二全天半

价，周一至周五17：00 以前，

晚上 9：00 后半价；周六、周

日，14：00 以前，晚上 9：00

后半价。地点：大观园商场内

29 号。电话：86058406

KTV ＞＞

◇银座歌唱家全天买二送

二，用招商银行卡消费买一

送一，期间凡现金消费的学

生顾客持本人学生证及歌唱

家临时学生证享受在现行活

动基础上再打 8 折的优惠。

时间：6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

地点：泺源大街 1 号银座新

天地。电话：66572227

◇东方之韵 KTV 体育中心店

中午 12 点到下午6点包场特

惠，晚上 5 点半之后买二送

一。地点：经十路 124 号体育

中心西南门。电话：66778899

◇我爱记歌词持会员卡超值

4 小时包段欢唱。地点：历下

区趵突泉北路 6 号。电话：

86084888

◇幸福时光 KTV 白天和夜场

各有特惠包段活动。地点：大

明湖西南门西侧。电话：

86103333

◇钻石钱柜 KTV 英雄山路店

持会员卡超值包段、8 点到

10 点买二增一、7 点到 8 点

买一赠一。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英雄山路 38 号。电

话：82761555

◇糖果 KTV 山师东路店白天

晚上多款超值套餐。时间：活

动进行中。地点：历下区山师

东路13号。电话：86466666

◇天天向上 KTV 中午 11 点

到晚上7点，包场特惠进行中。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省图

书馆左邻。电话：86093333

保健 ＞＞

◇华夏良子足疗健康中心解

放桥店买十赠十，限晚上 7

点之前使用。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历下区历山路121-

1 号。电话：86953242

◇家富富侨足浴中心储值

800 赠 200 ，1000 赠 300 ，

1500 赠 500，2000 赠 700。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解

放路26 号。电话：88944999

◇天宇百合足浴水疗会馆专

业足疗，保健按摩下午场八

折优惠，新推水疗SPA，女士

100 元最先体验！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泺源大街 1 号

银座新天地。电话：69959333

◇纽斯汗蒸会所试营业惊喜

特惠：门票68 元、韩式客房50

元、储值2000赠500，储值5000

赠 1500。时间：截至 10 月 31

日。地点：解放桥西100 米路北

青后三区17号。电话：86565658

酒吧 ＞＞

◇灰姑娘俱乐部女士一律免

票。地点：体育中心东北门。

电话：87654321

◇ 1+1 俱乐部女士免票，套

餐优惠进行中。地点：历山路

与和平路交界历山剧院内。

电话：67881111

◇阿帕奇俱乐部女士免票，

洋酒套餐优惠进行中，预存

储值卡 600 赠 24 瓶青岛优

质。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济南市北园大街泺河西路 6

号。电话：88662222

◇西部酒城买联名卡持卡人

可免两张门票，VIP 现金充

值卡满 5000 元送 1000 元，

满 10000 送 2500 元，门票买

一送一。地点：历下区解放路

113 号。电话：82358888

◇官邸酒吧午夜 12 点以后

在啤酒花园消费青岛啤酒

180 元 12 瓶，300 元一箱，并

赠送 4 个小吃，一份爆米花，

一份果盘。地点：泉城公园酒

吧一条街。电话：86101888

眼下，不论是衣服、首饰、鞋子、化妆品等商
品都上了秋季新款，趁着第一轮新品初来乍到的
特殊时期和反季货品的最后出清期，购买适合自
己的折品一定不要再犹豫了！
噪鞋子：适合自己、把握流行

选择打折鞋子，最主要的就是根据自己平时
的着装风格来选择，另外也要把握一些今秋的流
行风向。
关键词：黑色、角斗士鞋、金银色

首先，可以在打折季买一些便宜、款式好的

黑色高跟鞋，永远不会过时，甚至一些反季
的黑色靴子也可以考虑。其次，今年流行的
角斗士类凉鞋，瞅准凉鞋的打折季，一定要
毫不犹豫地选购一款，再穿一个多月不成
问题。最后，金银色仍旧是这一季的热门，
同色系的单品，打折必买！
噪护肤品：秋季保湿、好礼多多

到了秋季，补水是护肤永恒的主题，因
此，每年这个时候，很多品牌都推出保湿新
品，当然，也会有很多套装、买赠活动。

关键词：补水、套装、小样
首先，目前一些化妆品牌都在主推一些

补水套装、有些从不打折的护肤品牌甚至还
有一些折扣活动，如果需要在秋季更换自己
的护肤品，这时候买最合适。其次，很多化妆
品都会针对它们的一些秋季新品推出很多
超值套装，无论送人还是自己用，都是很实
惠的。再就是现在买化妆品还有很多小样赠
送，别小看这些东西，短途出差的时候用起
来十分方便。

经典的、时兴的，会买才是最精的！

服饰 ＞＞

◇ POZO 部分特价款式

1-4 折，部分夏装 300

元减 150 元。时间：截

止到 9 月 6 日。地点：

贵和购物中心 F3 层。

电话：82380668。

◇ EQ：IQ 连衣裙特价、

春夏款全场 5 . 4 折。时

间：截止 9 月底。地点：

贵和购物中心 F4 层。

电话：80982609。

◇欧时力全场 3-7 折。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银座商城、贵和商

厦、银座地下购物广场、银座

洪楼、嘉华。

◇班尼路短袖 T 恤39 元起。

时间：正在进行中。地点：银广

运动休闲部。电话：86016617

化妆品 ＞＞

◇碧欧泉特惠限量礼盒，优

惠进行中。地点：银座商城、

贵 和 购 物 中 心 。电 话 ：

81917880 80982677

美容健身 ＞＞

◇思妍丽中秋节特推出非繁

忙时段超值卡 150 元/张，数

量有限，购买从速。时间：活动

进行中。地点：银座商场三楼东

区。电话：86065388

◇美手美脚时尚生活馆美白

手足护特价 4 折，蜡脱买二

送一。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佛山街 5 1 号。电话：

86028321

休闲娱乐 ＞＞

◇ K歌之王KTV持会员卡从上

午7 点到下午7 点，买两个小

时即可包全场。时间：活动进行

中。地点：七里堡路乐购往西50

米。电话：66778999

餐饮 ＞＞

◇富禧肥牛凭此信息免费送

价值 68 元菜品(富禧肥牛一

份、鲜大虾一份、时令凉菜一

份)。时间：活动进行中。地点：

旅游路鱼翅皇宫对面 137 路

站牌往西 8 米防空洞内。电

话：82801188

◇荷塘月色休闲酒店喜迎四

周年，大厅晚餐菜金6折。时间：

活动进行中。地点：泉城公园内。

电话：82920599

◇济南贵和皇冠假日酒店

第六层自助餐厅券买 8 赠

4 。时间：活动进行中。地

点：历下区天地坛街 3 号。

电话：81626288

其他 ＞＞

◇玛索风尚婚纱摄影写真

398 元起底片全送， 258

元起免费拍外景；婚纱照

特价 15 9 9 元拍外景、

3399 元青岛外景。地点：

洪 楼 店 、 山 师 店 。

88036156 8698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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