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五一一””钜钜惠惠提提前前打打响响

活动主题：天赐佳缘，礼送新人
活动时间：4月11日至4月26日

一重礼：2015年新婚燕尔，
持2015年1月1日-4月26日期间结
婚登记证购买指定“情侣系列”
的会员，尊享“特惠”折扣；同时
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购买商品的
图片，既送“甜蜜”礼品一份(数

量有限，送完即止)。
二重礼：逢周末当日会员单

张发票满999元，即送福彩刮刮
卡一张。

温馨提示：当日单张发票限
领一张，最高奖金3万元，任意福
彩网点均可兑换。

三重礼：逢周末当日会员单
张发票购物满1999元，即送观影优
惠券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温馨提示：二重礼、三重礼活
动时间：4月1日-4月12日、4月18日
-4月19日、4月25日-4月26日(周六
-周日)。4月25日下午，举行现金

一把抓立减活动。
斐乐：春款1件8折，两件7折
雳霹道：部分商品7折起
乐卡克：春款8折
卡帕：6-8 . 5折
MLB：购买情侣款(两件)9折
CROCS：服饰类3折起、鞋6折起
TIGER：9 . 5折
诺诗兰：春款新品8折，部分6折起
可隆：2015年新品9折
勒夫马：两件8折
布来亚克：部分款4-6折
探路者：新品8 . 8折
阿迪高尔夫：部分商品5折起

狼爪：部分商品8折
萨洛蒙：部分款5-8折
B-DUCK：部分商品5折起
快乐狐狸：满580元送指定背包
一个
ARENA：8折起
GXG：全场春款6 . 8折
GY：满100元减30元，加5元送内
裤、袜子
马克华菲：购买指定款1件7折，
再任选一件6折
CLUBJOHN：新款8 . 8折，会员折上
9 . 5折，部分款一口价100元
瑞弗史东：全场春夏装6-8折

GK：全场5折
Lvei’s：部分商品一件8折，两件6折
ABLEJEANS：部分商品一件6折，
两件5折
ROXY：部分商品一件8折，两件7折
滨波：春款全场9折，部分商品5-
7折

活动主题：振华五一大聚惠
活动时间：2015年4月25日-5月3日
满1000减200，全场买一赠一。
满2000减400上不封顶。
★4月30日提前放价
彩电、冰箱、洗衣机低至6折起

厨卫、小家电、数码低至4折起。
★即日认筹，定金10倍翻。

即日起至4月29日到振华电
器各门店办理认筹。

预交10抵100，预交30抵300，
预交50抵500(活动详情见商场内
海报)。
★买一赠一，惠全城

活动期间，购单件商品满指
定额度，依档位送超值礼品。

满500元加送抽纸一盒；满

999元加送1公斤洗衣液；满1500

元加送收纳箱；满2000元加送整
理箱；满3 0 0 0元加送美的电水
壶；满4000元加送美的电饭煲；
满5 0 0 0元加送美的电饼铛；满
8000元加送美的电压力锅(特价、
专供机除外，3C数码不参加活
动)。
★套购好礼，海量放送

活动期间，在振华电器各门
店购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

厨具、热水器，跨品类累计两件
以上且单价商品满4000元以上，
满额即送。

累计满38888元送iPhone 6；
满28888元送42英寸液晶电视；满
18888元送iPad mini；满12888元
送全自动洗衣机。

(特价、惊爆机及部分型号
除外，活动不重复参加，详情见
店内海报。)

★购物抽奖，赢对开门冰箱

活动期间，当日购物满500

元即有机会抽取多重好礼，100%

中奖！100%有礼！最高赢取对开
门冰箱。

振华商厦

活动主题：欢乐五一开心购购go

活动时间：4月24日-4月26日，4

月25日延长营业时间至23 :00
(视客流情况而定)

夏款新上市7 . 8折，春款45

减20，黄金每克最高立减80元/g
1、疯狂爆团抢
活动时间：4月22日-4月28日
券使用日期：4月29日-5月3日

美团网85团100券。每账号限
购1张，单张发票上限收2张。可
与其他活动叠加使用。珠宝/黄
金/钟表租赁专柜及特例商品不
参加，单张发票上限收两张。
2、劲爆拼团折
活动时间：4月25日-4月26日

VIP购以下品牌折后单票
实付满700再送100卡；

百丽/TATA/蹀愫/卡迪
娜/千百度系列/百丽运动系列
/VERO MODA/拉夏系列/曼
亚奴/舒朗系列；

日限30张，此活动不与其
他礼品兼得。
3、周大福巨献
活动时间：4月25日-4月26日

黄金饰品工费9折，非黄金
类9 . 5折；

黄金饰品及非黄金类折
后单票实付满1000再送50卡；
日限50张，摆件及金条除外。
4、假日大热卖
家纺户外大型特卖：4月24日-5

月14日
艾伊嘉家纺出厂价，2-5

折，最低一口价29元起。
彩妆卞卡搭台路演：4月24

日-5月3日

1)、全场满199送100券一张加送
58元迷你唇彩一支。
2)、全场满299送200券一张加送
174元面眼唇迷你套装一套。
5、挑战高消费
活动时间：4月25日

珠宝区截止到当天21:00现
金消费最高的前三名顾客获
得独享礼。

第一名：价值1000元海信5

公斤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第二
名：价值500元拍立得相机；第三
名：价值200元苏泊尔锅三件套。

此活动可与其他礼品兼得。
6、开仓放粮啦
活动时间：4月25日9：00开始排队

顾客来店无须消费即可在
百货正门口领取粮票一张，待9:
30开业后至一楼总服务台关注
官方微信领取荟食挂面一包或
白猫洗洁精一瓶(共500份)。

此活动可与其他礼品兼得
7、神兽亲密礼
活动时间：4月25日-4月26日

神兽来袭！醉羊羊(两只羊
驼)和小香猪(两只)来烟台万达
百货咯，活动期间VIP任意消
费并关注官方微信即可与神
兽亲密合照。
活动地点：百货1F正门口入口处
8、超值加价购
活动时间：4月24日和4月26日

VIP购服装/鞋包/化妆品
/眼镜类商品单票实付满299元
+5元送风筝一个(日限50份)，+
10元送恐龙公仔一个(日限30份)，
+15元送蓝月亮洗衣液一桶(日
限30份)。

此活动不与其他礼品兼
得，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9、礼包疯狂送
活动时间：4月25日18:00-20:00
VIP全场单票实付满588元送大

礼包：恐龙公仔+心相印卷纸+

蓝月亮洗衣液一份。
仅限50份，此活动不与其

他礼品兼得。
10、万汇兑好礼
活动时间：4月25日-5月3日

1)、积分抽奖：消减卡内积
分满50分及以上即可参与幸运
抽奖活动：柯雅凝胶眼贴【去
皱】、柯雅凝胶眼贴【黑眼圈】、
玉兰油雪耳净透洁面乳、玉兰
油白玉兰香沁透白面膜、玉兰
油 雪 耳 精 萃 保 湿 面 膜 、
MiYOSHi儿童用天然护肤织
物洗衣液、万达影城2D/3D影
票等奖品。

2)、积分换礼：会员消10积
分，兑换百事可乐一提 (仅限
100份)；会员消20积分，兑换心
相印优选卷纸一提 (仅限1 0 0

份)；会员消30积分，兑换威猛
先生三件套(仅限50份)。

以上百货所有赠礼地点：
均在一楼总服务台。

以下为商管活动支持：
11、商管满额礼
活动时间：4月24日-5月3日
地点：商管3号门

吃美食满额150元赠25元
女装现金券，每日限量42张，共
计420张。

购女装商品满额800元赠
25元男装现金券，每日限量42

张，共计420张。
购男装商品满1200元赠15

元餐饮现金券，每日限量42张，
共计420张。

现金券使用时间：4月27日
-5月3日(所有赠送的服装券均
为商管步行街主力店)。
12、幸运拍奖礼
活动时间：4月24日-4月26日，5

月1日-5月3日

地点：3号门
服装鞋包单笔购物每满58

元；家电/黄金珠宝/精品单笔购
物每满588元，即可参与幸运拍
拍乐一次，可累加，100%中奖。
尊享奖——— 50元超市购物卡，
日限20份，共120份。
流金奖——— 进口橄榄油，日限
10份，共60份。
美食奖——— 润之家珍珠米，日
限10份，共60份。
艳洗奖——— 蓝月亮洗衣液，日
限10份，共60份。
清爽奖——— 听装可乐，日限150

份，共900份。
民生奖——— 纸抽联包，日限20

份，共120份。
人气奖——— 环保袋，日限500

份，共3000份。
13、欢乐一起HIGH

时间：5月1日-5月3日
顾客凭88元购物小票可参

加游戏闯关体验，一次性过关
可获得恐龙纪念品大礼包(1个
恐龙公仔、1套彩笔、1个环保
袋、一盆多肉植物)。

游戏环节：根据提示在恐
龙公园中找到提示，找到挑战
攻略，先挑战趾压板拿到第一
个拼图——— 恐龙化石展出区
回答一个关于恐龙的问题得
到第二个拼图——— 萌熊的海
洋球中找到第三个拼图———
投篮区连续投进5个球，方可
得到奖品。

这这不不““五五一一””还还没没到到呢呢？？各各商商家家已已经经不不淡淡定定了了，，提提前前推推出出各各类类促促销销活活动动。。为为数数不不少少的的商商场场和和家家电电卖卖场场，，都都标标
有有““五五一一狂狂欢欢””字字样样，，商商场场家家电电促促销销战战似似乎乎已已提提前前打打响响，，小小长长假假将将成成为为商商家家角角力力的的战战场场。。今今年年的的““五五一一””促促销销无无
论论从从品品类类还还是是从从单单品品的的优优惠惠幅幅度度上上，，较较以以往往都都有有所所增增加加，，是是消消费费者者购购物物的的绝绝好好时时机机。。

万达百货

振华电器

新世界百货

促销活动时间：4月30日至5月3日
春装99减40,化妆品99减25

或15。
服装服饰每满99送沐锦卷

纸,黄金珠宝镶嵌满1888送150元
转运珠。

品牌特卖探路者1-5折，大
嘴猴99-299元。

全馆终极大礼服装服饰满
18888送三星手机；满20888送冰
箱或洗衣机。

4月24日烟台国美3C地标店国美
青年路超级旗舰店盛大开业
活动时间：4月24日-26日

套购满37999元送iphone6

开业预存大派送。
预存10元抵100元，单品满

999元送可乐一提。
预存30元抵300元，单品满

2999元送花生调和油一桶。
预存50元抵500元，单品满

4999元送雪花啤酒一箱(24听)。

国美电器

苏宁电器

1、套餐满额送苹果6手机
黑白空厨卫单品满1500元

以上，套餐必须跨两个品类以
上，单品类不累计，需提前预
交100元订金，预约截止时间4

月23日18:00。
购物金额满18888元赠送

IPAD mini，购物金额满38888

元赠送苹果6
2、单品预约

购物成交后凭认筹卡领
取赠品，同时最高抵用300元货
款
3、银行分期，0手续费

活动期间购买1500元以上
商品，即可参加中农工建四大
银行信用卡分期活动，0手续
费、0首付、0利息。
4、免费才是王道

关注“烟台苏宁云商”官
方微信即可享受手机免费贴
膜、抽奖、家政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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