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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年货市场火爆
开街，福字、对联、吊钱儿、灯笼、吉祥挂件等商品琳琅满
目，价格亲民，品质保证。欢迎惠顾。 （陈泉）

●即日起至2月4日，金元宝滨海国际购物中心东门外
广场举办户外品牌探路者展卖活动，全场商品5折起。
欢迎选购。 （王冉）

●即日起，金元宝大五金超市推出部分商品特惠活动，
美菱M鲜生冰箱惊喜特推品，原价8999元，惊爆价
4800元，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高原）

●即日起至1月31日，金元宝于家堡购物中心三楼部
分运动品牌全场3-8折；李宁春款两件8.8折；361 °部
分货品买一送一；安踏部分货品两件5.9折。 （刘晨）

促销快讯

●即日起至正月初七，金元宝商厦二楼推出春节特惠
活动，Teenieweenie品牌部分5-6折；百家好品牌部
分5折；太平鸟品牌部分6.8折；MIKIBANA品牌部分
3.5折。 （王志翔）

●1月 25日至2月11日，金元宝东方广场一楼共享
空间举办迎新春男装特卖活动，杰克琼斯、斯莱德
低至5折；LUIS100元起；恒源祥99元起；凯纳利喜
80元起；BLMW99元起。 （于娜）

打包年夜饭 新春送安康
金元宝海鲜宫推出春节打包年夜饭

春节将至，虽然受疫情影响

餐饮业仍面临较大冲击，但金元

宝海鲜宫年夜饭预订情况呈现可

喜之势，一进腊月除夕宴已经全

部预订满，为方便广大消费者还

推出了“打包年夜饭”业务。

金元宝海鲜宫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通过调整年夜饭菜单，精选

好食材，推出各种经济实惠、美味

可口的新春佳肴，在打包过程中

严把卫生关，全员全程戴口罩、发

帽和手套，菜品出锅到成品打包

由专人负责，确保菜品的安全。

此外针对堂食业务，金元宝

海鲜宫做好了营业场所所有角落

的消毒工作，餐具 100%高温消毒，

每张餐桌提供公勺公筷，全员每

天两次体温检测，服务全程佩戴

口罩，杜绝交叉感染，为食客创造

安全舒适的就餐环境，让人们在

安心、欢喜中享受除夕晚宴。

（王鸥 王钢）

樱花 sakura.sou 是一个全新诞

生的日本设计师品牌。以让人回归

到安静、纯粹的自然世界为设计理

念，丢弃旧思想，让生活简单极致。

用最简练的方式传达了设计师的个

人品味。打造一种极高的设计境

界，将赋予服装本身最极致的极简

设计，呈现出一种灵动唯美的高级

感，让人心旷神怡。樱花 sakura.sou
以“细节见柔”为理念，极力演绎了

与自然相融合的设计手法，无论是

设计还是质地都令人回味，不再局

限于场景化，打破界限返璞归真。

樱花 sakura.sou 推崇“品味、质

感、精致、典雅”，不断推陈出新、彰

显工匠之艺，主要适宜 25 至 45 岁

关注生活品质、追求意趣生活的轻

熟女性穿着。春夏装采用 100%的

桑蚕丝，让人体“第二肌肤”的纤维

皇后为你演绎轻薄浪漫的气质，让

穿着者体验柔贴透气的“华贵很神

秘”的感觉。秋冬季货品致力于为

每一位 office lady带来“有温度的时

髦”气度，以精湛之工艺融入大量

的羊绒与澳洲高品质羊毛，让你的

冬天御寒有术。

2021 年新年，樱花 sakura.sou推

出以红色为美学，传递生命写意的

早春系列服饰。在自我的风格展

台上“当红不让”，材质选用 100%绵

羊皮革，简洁利落的裁剪突出了整

体的精致感，优雅又不失帅气，预

示着暖意初春，为通勤加色；此外

100%绵羊毛纤维柔软，手感丰盈连

帽宽松的马甲样式，打破了常规的

设计带来舒适放松的感受，和新的

视觉效果。

近日，樱花 sakura.sou品牌女装

入驻金元宝商厦二楼，并以多份惊

喜亮相滨海，今季主推高品质羊绒

大衣，羽绒服，质感皮草，羊毛套

装，衬衣，休闲裤，西服，风衣等，经

典颜色以黑色，焦糖色，燕麦色为

主，凸显女性的品味，质感，精致，

不做无用的剪裁，呈现本色的高

级。2021 春夏款强调简约廓形，注

重面料的舒适度与肌理，使得穿着

体验更舒适，既保留了都市化的习

惯，同时融入具有艺术感的元素，

突显出高级感，今季风衣作为一款

经典百搭的单品，在明媚的春天永

远都不会缺席，设计不但简约大

气，而且足够的优雅知性。

初春时节，身着一身精心挑选

的美衣，约上三两好友去享受一

份贴身的惬意和美好的时光，甩开

工作的压力，衣衫翩翩的廓形外

套……你优雅的身形尽显无疑，在

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樱花 sakura.sou
伴你好好享受这轻松的慢时光。

敬请光临。

（王鸥 王珊）

新品展台 打 破 界 限 返 璞 归 真
樱花 sakura.sou 女装入驻金元宝商厦二楼

精心组织好年货 安全祥和过春节
金元宝集团全力做好春节市场销售工作

一周浏览

线上同欢乐 共度好时光
首届金元宝线上联欢会圆满落幕

为了积极响应区政府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号召，金元宝集

团于 1 月 15 日组织举办了首届线

上联欢会。本次联欢会本着确保

人员安全的前提采取线上直播的

方式与大家同欢乐。

此 次 联 欢 会 主 题 为“ 回 到

1995”。大家载歌载舞回顾上世纪

90年代的点滴美好生活，线上粉丝

与线下人员共同感受流年时光的

美好与珍贵，“金元宝映画生产大

队”颁发聘书环节更是精彩不断，

引起阵阵欢笑；大家包饺子、表演

才艺、游戏竞技，节目个个新颖精

彩，联欢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

落幕。

2020年，金元宝集团涌现出了

诸多优秀的创造力十足的线上主

播，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结

合卖场需求，将线上与线下有机结

合，开动脑筋、努力吸收线上零售

新模式理念，在直播中学习提高。

通过联欢会，感谢一年来各卖场员

工对线上营销工作的支持，鼓励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再创

佳绩。 （王鸥 高远）

图片新闻

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寒假

手机数码节自 1月 13日推出以来，便得

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据悉，本次活动参

加的品类及商品丰富，活动力度及优惠

幅度带给了滨海百姓重重惊喜。

笔者走访了卖场，据负责人介绍，本

次活动在商品优惠折让的同时，不仅推

出全场购物满 800 元赠送精美礼品，而

且在服务上更加突出人文关怀。针对残

障人士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卖场提供免

费上门服务。vivo手机厅内维修中心免

费为顾客提供手机疑难问题咨询及免费

贴膜服务，同时推出的购手机、电脑产品

分期付款，部分商品 0 首付 0 利息的业

务，让顾客无压力购物并享受中意的商

品所带来的欢乐。

此外，1月30日-2月7日推出手机、

电脑维修周活动，顾客在爱来无忧购买

的手机、电脑超出保修期后，服务周期间

可免费检测，除尘，维修免人工费，手机

免费做系统，电脑做系统享受5折优惠。

此次手机数码节贯穿春节，不仅为

滨海消费者奉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消

费者体验高端精品的神奇魅力，更能让

消费者享受爱来无忧的全方位贴心服

务，畅享无忧购物。

（王鸥 朱金柱）

































寒假数码节 购物乐无忧
——记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寒假手机数码节

福牛送鸿运 豪礼喜盈门
金元宝集团2021新春大奖销售活动火热进行

金元宝集团于 1 月 13 日推出

的“福牛送鸿运 豪礼喜盈门 500
万年货大礼齐贺岁”春节大奖销

售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滨海百姓

的追捧。截至目前，六大卖场共

发出礼券 4万余张，目前已产生特

等礼 1个（卡萨帝双子云尚空气洗

洗衣机）、一等礼 3 个（4599 元科

沃斯 T8AIVI+扫拖一体智能机器

人）、二等礼 5 个（3140 元双立人

餐具套组）、三等礼 200余个（米技

养生壶），更有不少顾客拿着四等

礼、五等礼和祝福礼的现金券去

卖场消费。发奖现场顾客们三五

成群地在礼品展板前将手中的礼

券逐个揭开，场面十分热闹。顾

客王先生说，他的家人都是金元

宝的忠实顾客，年前来金元宝办

年货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能中大

奖更好，小奖也高兴，沾沾喜气，

新年好兆头。

实惠与惊喜并存的金元宝集

团大奖销售活动，每年都在寒冷的

冬季引爆滨海新区，掀起和谐消

费、快乐消费的购物热潮。

（王鸥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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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新春的脚步渐渐临近，到

处呈现新春的景象。在老百姓心中

年货代表着“年味”，饱含了人们对

新年的期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为做好春节年货的供应，以丰富多彩

的年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金元宝集

团积极筹备货源，组织适销对路的

精品年货让老百姓欢喜过大年。

集团食品采供部针对今年的市

场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在确保春

节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克服疫

情影响，做好春节年货的采购及供

应。根据卖场消费需求的不同，采

供部分类引进应季商品，并在此基

础上丰富商品品种，对米、面、粮油、

蛋奶、烟、酒等节日必需品合理加大

储备量，饮料、糖果、各种礼盒摆满

堆头，并以优惠价格回馈顾客。各

卖场还设立干果年货专区，引进了

“三只松鼠”等优质品牌干果，同时

增加生鲜类蔬菜、水果、肉、水产品

的种类及供应量，推出精装春节礼

盒的预订；各品牌专卖店也相继推

出春节礼盒，品种繁多，价格优惠；

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倡“就地过年”，

减少人员流动，采供部引进并新上

柜的佛跳墙礼盒可满足 3-8人的日

常家宴需求，让宫廷御宴成为大众

家宴，既方便省时又有营养，满足节

日市场的需求。

此外食品采供部积极做好平抑

价格工作，加大促销力度。为保障

节日市场价格的稳定，食品采供部

每周坚持市场调研，及时掌握市场

动向和价格趋势，与供货商协调并

严控价格的涨幅，保证上柜商品价

格稳定，消费者买着安心。据负责

人介绍目前受周边疫情影响，个别

商品运输不畅费用增加，价格略有

上涨外，总体市场价格保持平稳。

与此同时，采供部提早策划春

节促销活动方案，打好春节之战，推

出折扣、让利、买赠等多种促销形

式，并与集团公司的“福牛送鸿运”

抽奖活动完美结合，最大限度让利

于顾客，拉动销售。

食品采供部始终遵循索票索证

制度，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和《广

告法》，严把进货质量关。根据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更加严控进货

关，尤其对生鲜肉类商品始终遵循并

严格要求供货商每日提供农产品质

量检测合格证明，严查供货商“三章

两证”，督促卖场每日检查，证件不符

严禁销售；特别对进口冷链商品严格

执行“五不准”管理要求，证件不符的

一律不予上柜，对于达标的商品，顾

客可扫码追溯相关商品的信息，真正

做到让顾客买得放心、吃着安心。

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为

繁荣春节市场，满足百姓节日需求，

提前筹划、精心安排，自 2 月 1 日起

开展主题为“2021牛市大集”的主题

年货市场，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市场领导高度重视亲自部署春

节年货供应，并要求各商场和部门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互相协作、

各司其职、一丝不苟地做好此项工

作。针对节日期间百姓消费量较大

的肉类、禽类、蔬菜、水果、糖果、酒水

及年俗用品，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货

源，确保充足供应，同时加大热销商

品的检查力度，规范商户的经营行

为，净化年货市场确保质优价稳。

为应对疫情，市场在保证供应

的同时始终坚持防控高压态势，特别

对于冷链食品更是严格按照政府要

求落实三区两通道分区管理，红区、

黄区、绿区边界清晰，三区两通道功

能明确，货流通道与客流通道路线明

确，市场冷链红区作业人员按要求穿

戴二级防护装备，每周认真执行核酸

检测制度，并实施集中闭环管理，同

时全面禁止市场区域内从事各种进

口冷链货品的销售、储存活动，防止

疫情传播，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

得安心。同时市场为商户搭建了快

速、安全的商品准入平台，让商户们

放心进货上架，鼓励商户补充更多

样的商品充盈年货市场，并克服市

场自身的困难千方百计为消费者提

供称心如意的年货，让人们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

日。金元宝集团以民生、民愿为使

命，以百姓过欢乐年为己任，克服疫

情不利，尽心尽力置办丰富多彩的

年货，以新春新姿态，迎接八方宾

客，并祝愿家乡父老牛年行大运。

（王鸥 赵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