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逛振振华华，，做做精精致致女女人人
百货商场：汇集名贵珠宝、

进口腕表、高级化妆品等84个品
牌，在女人节到来之际，璀璨巨
献！各位心动的小主们，快快行
动吧，囊括自己喜爱的礼物吧！

【珠宝区非黄金类9倍积分】
部分黄金饰品每克最低减10元。
镶嵌类饰品最高5 . 5折，23个珠宝
品牌推出千余种特价商品。
翡翠区全场最高让利50%

【化妆区6倍积分】
希思黎：3月5-8日品牌会员专享
双倍积分。
赫莲娜：3月8日品牌会员专享双
倍积分。
欧舒丹：3月6-8日满1000立减100，
品牌会员专享双倍积分。
资生堂：3月6-8日品牌会员专享
双倍积分。

【合资品买减折扣享不停】
欧莱雅：全场4件8 . 5折。

玉兰油：部分产品8 . 5折销售。
羽西：全场3件8 . 8折。
ZA：满200元立减30元现金。
【女装】
DAZZLE、SCOFILED：冬装5折。
迪莱莉：全场5-8 . 8折。
INSATIN：全场2 . 5-6折。
玳莎：春装1件9折，2件8 . 5折、3件
8折，冬装3-5折。
名莎：全场3-8折。

【女包】
姬龙雪、诺贝达：全场8 . 5折，部分
商品3折起。
新秀丽：部分商品6-7折。

【国际时尚】
ARMANI Jeans：秋冬装5折，购买3

件以上再打8折。
CK、BRAX：部分商品买一送一。
Max&co、Pennyblack、marccain、
lacoste：部分商品5折。
MARYLIN、奥蔻：8折起。
SUNVINA、Lamia：部分商品3 . 8折。

【精品女装】
一、美丽女人，情动好礼——— 精
品女装倾情奉献幸运免单大奖

3月5日-8日，在精品女装购
物累计满3800元并关注“烟台振
华商厦精品女装商场”公众微信
号，即可参加3月8日下午3：08分
幸运免单大抽奖。
二、精品女装春装新品促销：
玛丝菲尔：购物满3380元，赠MF

纯天然手工香皂一份；购物满
6380元，赠MF毛巾三件套一份。
克劳西：购物满4800元赠克劳西
价值1280元精美胸针一枚；购物
满6800元赠克劳西价值1280元家
居服一套。
艾温蒂芬：春装一件9折，两件8 . 5

折，三件8折。
【床品家用】
1 .精品厨具区：

德国双立人，菲仕乐，三叉，
wmf，米技，膳魔师，利快，瑞士力

康，美国康宁，美亚，OQO，尚尼，
莱德斯推出满送，满减，特惠套
装一口价商品3 . 3折起！
2 .床品区：

富安娜，罗莱，罗卡芙，喜来
登，宜庭，馨亭，寐，尚玛可，梦洁
宝贝，梦洁，惠谊，ESPRlT，部分3
-7折，新品8折，并有满赠活动。
3 .家饰家用区：

牧宝、幻之曲、温家雅居、枕
之道、格至、棉田、绣品、多样屋
全场3-8 . 5折。居之岛、梦娣亚部
分6 . 8折。华玲大鹰全场满500元
减100元。爱比丝满1000元送100元
商品。爱丽思购物满38元有礼品
赠送(折扣品除外)。
4 .瓷器区：

隆达，玛戈隆特，华光，永丰
源：部分3-7折，新品8折。
5 .工艺礼品区：

陶作坊(名家作品除外)、钧
瓷、摩瑟：全场8、5折，法蓝瓷：9折

(故宫授权名家作品除外)雅致：
一件9折二件8 . 5折(停产作品除
外)。美时嘉钟：6折起。

【特业商场】
西区8楼主题餐厅：女人节

期间，推出女士专享半价精美套
餐，更有充值返利、礼品相送、互
动抽奖等，活动多多，优惠多多。

9楼影院：3月8日当天，凡女
性会员到店刷卡观影，一律享受
10元观看(SWEETBOX除外)，每
卡限刷1次，2D/3D不限。

宾戈KTV：团购11元、44元、99

元三档套餐任选，K歌嗨翻天。

大大悦悦城城 宠宠爱爱··女女王王节节
【OPI】3月1日-10日，女士两人同
行一人免单；3月8日当天13：00-
17：00基础指甲养护全场3 . 8折，
除指甲养护类的美甲、美睫、脱
毛等其他服务项目全天3 . 8折，当
次办卡更享折上折。

【今典银饰】3月8日当天低至4折。
【千北造型】3月6日-3月8日期间
38元换购店内380元储值卡(1：1消
费)一张。

【西树泡芙】3月8日当天女士购泡
芙买三赠迷你巧克力酥皮泡芙
一个。

【爱有梅有】部分商品7折起，3月6

日-3月8日满99元送15元代金券，
另送精美小礼品一份。

【H&M】即日起至3月9日，三件8

折，四件7 . 5折，五件及以上7折。
【新秀丽】3月5日-3月9日，部分新
款6折，购买指定款拉杆箱，可获
赠指定双肩背包一个。

【INNISFREE】3月6日-3月8日滋
养护理膜7 . 6折，礼盒包装特惠价
80元。
【太平洋咖啡】3月8日当天女性顾
客，手调咖啡买一送一。

【charles&keith】部分5折起。
【PAGE ONE】春装一件8折，两
件7折。

【Avvn】全场新品8 . 8折。
【爱慕】全场满500元减100元，2000

元减400元，3000元减660元。
【谜底】购买新款春装赠送同价
值指定款。

【屈臣氏】即日起至3月8日，全场
9 . 5折，部分产品买3免1，另有超
值抢货价商品。

【爱美丽】即日起至3月9日，全场
正价货品买二送一，特价货品4

折起。
【卷发女孩】3月5日-3月8日满199

元减38元。
【一末】3月8日当日打底裤打7 . 8

折。

银银座座 妇妇女女节节我我做做主主
冬装3 . 8折起，春装新品上市

【折扣、赠品多多】
3月7日-8日，穿着类、家居类、箱包皮

具类，在原折扣基础上最高再享8 . 8折。
3月7日-8日，会员在1-5层购穿着类、

家居类、箱包皮具类、化妆品类满300元，
黄金珠宝镶嵌类、钟表眼镜类满800元再
赠20元餐饮专享券或鲁信影院影票1张(单
张小票最高限领60元餐饮券或3张电影
票。每位会员限领一份礼品，礼品数量有
限，赠完为止)。

【高积分】
3月7日-8日，会员消费8倍积分。

【第二届化妆品内衣节开幕啦】
化妆品：3月8日现金满75元变100元。
精品内衣：活动期间，四楼内衣类一

口价10元、40元、59元起，满额赠品多多。
黄金珠宝：黄金每克最高减50元，镶

嵌珍珠类低至3折、
手表：国产表低至7 . 5折，进口表低至

8折(特例品牌及商品除外)。
时尚鞋类：一楼百货商场男女鞋一口

价99元、129元、198元起，折上再9折。

““疯疯狂狂女女王王节节””，，超超级级聚聚划划算算，，全全场场11折折起起
活动地点：烟台芝罘万达百货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3月8日
一、主力SP

冬款全面出清1折起，春装
新款满200元减70/60元现金
二、亮点活动

1、“闺蜜定制礼”：即日起至
3月7日，单票实付满500元再减50

元(除黄金珠宝类)。
2、“闺蜜拼团折”：3月8日当

日，购买任意两件女性商品，单
票实付满600元再减100元(除黄
金珠宝类)。

3、限时折扣汇：3月8日当
日，14：00-21：00部分品类精选

“女王商品”折扣升级。
14：00-17：00：淑女装/内衣
内衣限时最低一口价69元

起；女装限时冬款1折起，春款最
低两件5折。

17：00-19：00：鞋包
百丽/千百度系，限时全场

一口价299元起。
19：00-21：00：少女装/珠宝
拉夏/VM/百丽运动系，冬

款1-5折封顶，春款折上再9折。

三、品类活动
1、第一届化妆品节：200元

减40元+特惠套盒+品牌买赠礼+

玛丽黛佳彩妆搭台大促。
2、珠宝镶嵌：4折起+周大福

/金至尊/潮宏基大牌礼，全场满
880元再减50元。

3、黄金类：黄金每克最高立
减80元。

4、钟表：国产表7 . 5折起，进
口表8 . 8折。
四、女王节特卖

1、3月6日-15日，特卖地点：
商管连廊。舒朗/美の藤/醉酷/

珂蕾朵姆女装大型特卖，3折起；
体会/吉芝奴内衣大型特卖，一
口价99元起。

2、即日起至3月8日，玛丽黛
佳彩妆搭台大促，满99元送20元
产品，满199元送50元产品。
五、趣味活动

1、1元疯狂秒杀：满238元加
1元，千件商品疯狂10秒爆抢，民
生商品40%，鞋服包60%。

2、满额加价购：VIP单票实
付满238元可参加换购：龙大花

生油/心相印卷纸/福临门大米/

面食礼盒(日限30份)。
3、赛百味汉堡免费吃：3月8

日15：08分开始，扫二维码即可
免费领取汉堡一份，限500份。

4、农行刷卡有礼：即日起至
3月8日百货消费满100元送天堂
伞一把，满500元送50元电子提
货卡。
六、互动活动
1、“闺蜜升级满额赠”

3月7日-8日，满99/299/599/
899/1299元有礼品。
2、女王来店礼

即日起至3月8日万达百货
购物满100元可获赠美味甜品礼
盒一份。

新新世世界界百百货货 ““花花娇娇人人艳艳””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3月8日
活动内容：

春装：满200元减60元
化妆品：满99元减25元
珠宝镶嵌：满1000元减500元

【春彩荡漾】
3月6日-8日，化妆品折扣基础上满

380元送100元化妆品券(限蜜丝佛陀、妙巴
黎、露华浓、水芝澳等指定商品使用)。

【【满满额额赠赠】】
33月月66日日--88日日，，服服装装服服饰饰满满9999元元送送沐沐锦锦

卷卷纸纸一一包包((可可累累计计))。。
【【璀璀璨璨珠珠宝宝】】

33月月66日日--88日日，，珠珠宝宝区区指指定定品品牌牌满满11000000

元元送送价价值值110000元元珠珠宝宝区区券券 ((限限六六福福、、潮潮宏宏

基、ENZO、周大生、中国黄金、周大福、鼎
昌珠宝、灵祥美玉等品牌使用)。

【银行加码礼】
即日起至3月8日，刷工商银行信用卡

满1000元送50元N卡(当日限领2张)。
【新百送祝福】

3月8日当天，前380名进店消费的女
性顾客可免费领取蛋糕一份。

这个周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不少女性不爱用“妇女”这个词，于是这个节日有了全新
的充满霸气的名字———“女王节”。正逢开春时节，衣橱里的衣服、包包、首饰、鞋子都该换新
了，各位女王，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要冲进商场血拼了？男同胞们是不是也该送女友或太太一
份礼物？特此奉上烟台各大商场的打折优惠信息，赶紧去商场买买买吧！

“女王”节怎么过？当然是逛街血拼买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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