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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
推荐

遂宁万达广场
年货大集年味浓

无糖果，不新年，平时注重养生不吃

糖的人儿在过年的时候也会放肆的选

购。童年奶糖的回忆杀、满足味蕾的巧

克力、浪漫腻的各色软糖……遂宁万达

广场，在春节来临前推出万达年货大集，

糖果食品、生鲜、火锅调料……还有各品

牌新衣、妆品、黄金珠宝折扣活动，所有

商品的一站式选购成为消费者首选。

“遂宁万达广场的年货大集，一站

式购齐物品，真的方便。”家住河东的

75 岁刘思琴老人腿脚不利索，每年采

购年货都很苦恼，万达广场年货集市

给了她方便。1 月 18 日，遂宁万达广场

年货大集火热开集，除了有芙思特生

活超市的年货特卖会、还有万达影城

的特权日、孩子王的超级年货节、苏宁

易购的满千减百、La Chapelle 全场 3 折

起、肯德基的新春金桶……种类齐全

到令你目不暇接。

遂宁万达广场在迎新年期间，除了

以上主力活动，商场内各品牌服饰、妆

品、珠宝、餐饮均有不同力度的优惠，

还有万达小程序的千万抵用券现场开

启，即领即用；大年初一，逛万达，现场

赠送现金红包……

（各商场的年货节活动优惠细节可

至商场各品牌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1 月 18 日下午，五辆满载着来自广

西、广东、贵州、甘肃、重庆以及四川各

地近 200 名游客的旅游大巴浩浩荡荡

地驶入了遂宁境内，开启为期两天的

遂宁心灵度假之旅。远道而来的外地

游客在两天的行程中，拜观音、漂死

海、赏遂宁美景，近距离感受观音故里

的神奇魅力，尽情享受遂宁心灵度假

之旅，提前感受独特的遂宁年味。

提前感受遂宁年味
200外地游客点赞遂宁旅游

5 辆旅游大巴穿梭在遂宁各大景区

之间，蔚为壮观。两天的行程中，200
名游客在广德寺感受西来第一禅林的

魅力，在中国死海激情冲浪，购买当地

土特产，充分体验了遂宁观音民俗文

化和独特的城市风情，欢乐的笑容溢

满游客！

“来到遂宁让我感受到了在水中漂

浮神奇之处，在广德寺景区中的宋明玉

印、善济塔、九龙碑、圣旨坊、缅甸玉佛

五大镇寺之宝尤为可观可感。遂宁的

地方美食也让我印象深刻，不虚此行，

为遂宁点赞。”游客王阿姨告诉记者。

中国死海位于大英县，是一个集放

松休闲，健康娱乐于一体的旅游度假

胜地。“此次走进死海，体验到了独特

的激情冲浪、黑泥狂欢、休闲漂浮等娱

乐项目，在景区里开心畅玩。在遂宁

过年真好玩。”游客陈先生说。

在全球通国际旅行社射洪分社的

精心安排下，两天的旅游行程中，游客

们尽情体验了中国死海的神奇魅力和

独特的观音民俗文化，亲身体验了“观

音文化旅游城”的惬意和舒适生活。

很多外地游客每到一个地方，就纷纷

拿出手机，频频拍照或者自拍，留下快

乐的瞬间，并在朋友圈分享，点赞遂宁

旅游，邀请自己的朋友前来遂宁旅游。

2019新年赴遂旅游首团
补助政策引旅行社热推遂宁旅游

今年以来，我市启动了“春到遂宁

节有余庆—遂宁邀您来过年”旅游主

题宣传营销活动，在成都小通巷举办

了线下展演活动、在锦江宾馆召开新

闻发布会。同时，我市还在成渝高速

沿线投放大量宣传广告，通过多角度、

全方位、广覆盖的营销宣传方式，推广

遂宁旅游资源和年节活动，不仅吸引

了大量游客关注遂宁旅游，也让中省

媒体聚焦报道遂宁旅游。

该团是《遂宁市旅游宣传营销补助

办法》于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和我市开展

“旅行社引客行动”以来，首个由旅行

社组织的外地旅行大团，对其他旅行

社有示范带动作用。截至目前，已有 5
家旅行社成果注册遂宁市旅游宣传营

销补助资金申报平台。

(全媒体记者 刘琪）

我公司承建的遂宁金红叶纸业

有限公司 TM1 造纸车间和 1#成品仓

库、1#宿舍、餐厅、门卫、消防水池、

水泵房、堆场、地磅、门卫室外工程

土建项目已验收交付业主，项目经

理部正撤离。为本工程提供材料、

设备、劳务的单位或个人，若有未结清

款项，请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前向我司

提供书面证明资料（包括不限于：主体

资格证明文件、债权金额及债权所依

据的合同、签证单、采购凭证等）。

联系电话：15828297980，
联系人：古先生
地址：成都市玉沙路80号工程部
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年 1月 24日

债权申报公告

在遂宁国际莲花灯会期间，

你想成为遂宁城市旅游住宿的首

选酒店吗？

在遂宁国际莲花灯会期间，

你想成为灯会游客口碑相传的餐

饮品牌吗？

在遂宁国际莲花灯会期间，

你想上榜遂宁特产推荐榜单吗？

机会来啦，遂宁莲花灯会国

际灯会将在全城征集愿意为购票

观灯游客、市民群众提供优惠消

费大礼包的供应服务商家，此次

活动不仅能保障游客、观灯市民

得到更优质的服务，也为参加的

商家提供了更全面推广平台。

据介绍，参加此次灯会推荐

的本地优质品牌商家可以获得多

渠道、全方位的宣传营销。上榜

主办方在灯会期间印制的至少 10
万册《2019 中国遂宁*国际莲花灯

会观灯指南》手册，该手册不仅会

对灯会主要内容、文化内涵、观灯

摆渡公交车布署、观灯交通安全

管理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成为

游客、市民必备的观灯神器。此

手册会在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

口、酒店宾馆、旅游景点、中央商

务区等地进行免费发放宣传。

获得推荐资格的优质商家还

会得到灯会官方微信平台展示机

会、遂宁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网络和

新媒体平台推荐机会、国际莲花灯

会现场灯箱广告及围观广告宣传

机会……更多的推广平台可至遂

宁日报报业集团进行详细了解。

同时，参加此次推广活动的

商家需对持有国际莲花灯会门票

到店消费的市民、游客提供专有

的优惠折扣，优惠打折尽量在 8
折，原则上不低于 9 折优惠，具体

的优惠消费大礼包条件可与组办

方具体商议后制定。

“在灯会期间，我们希望知道

遂宁城市吃喝玩乐购的全攻略榜

单，地方土特产推荐等信息。”致

电报业集团网络电话咨询灯会详

情的游客陈清是深圳人，在重庆

工作，她提出了自己希望获得的

信息。如果你想让更多的遂宁

人、节日游客知道你、了解你、感

受你，那就来吧，参与到今年的遂

宁国际莲花灯会优质商家推荐征

集活动中来，收获新一年开门红。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近日，遂宁市天盛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携手国内众品牌战

略合作商，及城市精品生活商家一

起斥巨资联合打造的“岁末感恩装

修盛典 "受到众多装修业主的关

注。在 1 月 12 日至 2 月 19 日期间，

80 平米的住房，仅需 12.8 万就可拎

包入住，同时在征集样板房期间，

参加此次定装修的业主只需要加

2.88 万元就可获得价值 116900 元

的全款别克英朗汽车一台，全城只

限 39 名，先来先得，机不可失，还

有空气净化器、净水器、果蔬解毒

机、按摩椅等众多礼品相送。

1 月 19 日晚，天盛装饰在公司

现场举行红酒品鉴会，邀请了众

多业主和准业主参加，水果、糕

点、烧烤、红酒琳琅呈现，在与业

主乐融融的交流中，现场又签下

数单。公司负责人表示，只有与

广大业主、合作伙伴携手相伴，才

是公司长久发展的根本，而岁末

感恩也是天盛装饰与众商家回报

业 主 、感 恩 社 会 的 年 度 重 要 活

动。此次活动用年末盛惠致谢每

一位业主的信赖与支持，用品质

回馈温暖全城。

天盛装饰公司今年首推套餐

装修，在整装装修行业励志打造

高性价比的装修平台，以诚信服

务大众、以质量赢得市场、以工艺

标准化求信誉、以技术精湛求发

展、以消费者为上帝的服务理念

为准则，努力争做性价比最高的

装修公司。 据了解，这场由遂宁

市天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

办的年末装修盛宴，是与如意建

材家居馆、王中王电器、长虹电

器、富绅家居、金夫人婚纱摄影、

圣者通讯、长征驾校、婴元素连

锁、忠祥珠宝、味小厨等城市知名

品牌联袂推出，更有幸福元素瓷

砖、欣和定制家居、法国斯米欧卫

浴、金牛管业、七克拉软装馆、海

尔电器、长虹电器等近 20 家家装

品牌支持，以极大的优惠回馈给

消费者。

（天 盛 装 饰 公 司 更 多 优 惠 细

则活动可至公司现场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天盛装饰

岁末装修盛典持续升温

遂宁国际莲花灯会

全城发出推广商家征集令

本报讯 近日，摩尔春天百货女装

专 柜 — 尚 默（SUNMORE）女 装 春 品 上

市，秋冬装一件 8 折，两件 7.5 折，部分

推荐款 6.5 折，受到品牌支持者关注。

这个源自法国的时尚体系女装由中国

新一代设计师全新的触觉勾勒出热爱

时尚消费者的童年梦想，以年代文化背

景作为时尚创作的灵感来源，让每一件

衣服都成为一种记忆，承载一种情感。

尚默女装定位于“低调、高贵、优

雅”，为消费者展现的是“低调而高贵的

优雅”，与女性柔和的气质相彰显，品牌

融合了“优雅、经典、时尚、品质感”四

大要素，呈现给现代女性穿着新体验。

尚默女装自摩尔春天百货专柜亮相以

来，以品牌全新的视角，结合东方女性

特有的气质，把东方女性的含蓄、矜持、

儒雅、细腻用她们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大

胆的创新把美表达在和谐与平衡之间，

理性与感性之间，现实与梦想之间呈

现，用她们隽秀考究的设计，在时尚、优

雅，在低调的奢华中将美丽献给每一位

成熟聪颖、步履从容的女性，简洁而雅

致、时尚又从容。

（以 上 推 荐 品 牌 摩 尔 春 天 百 货 有

售）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尚默女装

勾勒梦想
用时尚

赶集买年货赶集买年货
遂宁百货商场年味儿十足遂宁百货商场年味儿十足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当忆起这首

童谣，就会想起儿时随大人们赶集采办年货的情景。进入

腊月，数着日子就要过年了，你急切的心情中是否又有丝

丝欢喜？期盼着这个一年中最喜庆的节日。在城市的飞

速发展间，总有市民感叹，年味渐渐淡了，除了春运、春晚，

已失去了春节喜庆忙碌的气氛。今年，我市各大百货商场

年货节提前热闹暖场，过年的吃食、家人的新衣、家里的装

饰品……消费者选购的物品虽各有不同，对新一年的憧

憬却是一样。

1 月 18 日，遂宁新都百货的十

周年庆典活动劲爆开启，冬季新品

3 折起，折后再满 3000 元送 1200 元

现金礼券，在周年庆典期间，持商

场世纪卡会员消费累计满额还可

参加抽奖，汽车、1000 元提货卡任

性抽取……场内还有许多现场的

品牌活动，优惠力度惊人，年货种

类齐全，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

体的品质体验商场优势完美呈现。

购年货，除了一家人的新衣

选购，就是超市的吃食了，遂宁新

都百货在 1 月 18 日至 1 月 27 日期

间，凡在生活超市购物满 88 元可

参加电脑抽奖，扫地机器人、500
元超市购物券、床用四件套……超

多礼品开启了新一年的年货采购

盛宴。同时，除了商场以上的主题

活动，遂宁新都百货在新微商城线

上商品的新品推荐中，以红色新品

为主，将暖冬必备冬季流行穿搭完

美呈现，喜迎新年。

摩尔春天百货
邀您囤货过新年

摩尔春天百货在 1 月 18 日推出

了年货节采购活动，全场流行鞋服 3
折起，化妆品更是低至 8 折，还有黄

金每克立省 20 元，镶嵌类满 1000 元

省 150 元。据了解，摩尔春天百货开

启这场年货节持续到 2 月 3 日，广大

市民有充足的时间囤年货啦。在活

动期间，消费者在生活超市单张收

银条满 98 元即可换购指定商品一

次，满 196 元可换购两次，以此类推，

最多可换购三次，换购商品有餐具

净、洗手液、曲奇饼干、抽纸、黑木耳

等。在年货节期间，摩尔春天百货

还推出了商场购物满额送“福”包活

动，福包中有红酒、大礼包、福字、春

联等，可谓年味儿满满。

年货节，怎能没有互动？摩尔春

天百货推出的“摩尔新年奇遇记”，在

商场活动期间，顾客上传与商场有关

的创意微博小视频至商场官方微博，

并参与投票，得票最多的前 10 名顾客

将获赠精美礼品，礼品有小米 8、美的

扫地机器人、吉盟小金猪、红酒等。

商场也在年货节期间，每日将在公众

号上推出惊爆价商品限时抢购，商场

的会员积分翻倍兑也在年货节期间

同时开启，真的是诚意满满，将最大

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

遂宁新都百货 十周年庆典迎新年

“旅行社引客行动”迎来首团

200外地游客点赞遂宁美景

广告

摩 尔

春天百货

年味儿主

题小景

游客在中国死海恒温漂浮池里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