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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阶段商场的揽客方式花样百
出， 但最能直接与电商竞争的便是“实
惠”。9月29日， 记者在长沙市各大商场了
解到，各家商场海报已高高挂起，国庆黄
金周期间的优惠活动均已新鲜出炉。

9月27日，友阿集团“微购友阿”发布
了集团包括旗下友谊商店、 友谊商城、阿
波罗商业广场、友阿春天和人民路友阿百
货等门店在内适用的国庆买赠信息，“10
月1日至7日，到友谊阿波罗全省各百货门
店购物满300元送100元电子券，满600元
送200元电子券， 当日同送券档位可跨柜
累计送券，以此类推。”

今年国庆，新世界百货依旧沿袭往期
促销传统，推出了“1元当1.4元至2元花”的
全场活动。 促销活动将于9月30日提前开
始，其中，Only、Vero�Moda参与“1元当
1.4元花”的活动，拉夏贝尔、拉夏贝尔运动
则能“1元当1.5元花”，而杰克琼斯、卡宾和
马克华菲等品牌参与“1元当2元花”。

王府井百货则推出了网购抵用券活
动， 消费者可用880元现金购买商场价值
1000元的抵用券， 进口化妆品区在10月1
日至7日3至5倍积分，国产化妆品满500元
减100元。

与前几家的整场活动不同，平和堂内
则是品牌各自促销。 欧时力、 衣恋、Five�
Plus等品牌均有40%货品参与7折或满
200元减100元活动，星期六、康利、贵之步
等品牌有40%至50%货品打出了6至8折。

“一直想去买双鞋，还是忍住了，准备
国庆最优惠的时候再出手。” 长沙白领胡
小姐如是说。

国庆长假来临之时， 星城长沙
也同时迎来一场百货商场的促销大
战。今年的国庆促销大战中，有商家
继续走实惠路线，满减、满送、多倍
积分依旧流行。 此外，iPhone�6、奔
驰、宝马等奖品也显得十分诱人。当
然，还有商场打出了“爱国牌”，一大
波“我与国旗合影” 的活动正在来
袭，诱发着人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究竟哪种活动更合你的口味？不
妨看看三湘都市报记者精心搜集的
商场促销信息，提前制订逛街计划。

国庆期间，长沙各大商场争相派发促销好礼

国庆逛街，哪家客气奔哪里去

最符合国庆消费主题
的，莫过于由步步高集团董
事长王填发起的“共筑中国
梦 同扬一面旗”活动。即日
起至10月7日， 市民前往步
步高集团所属门店、子公司
下载并安装步步高移动
App即可申领国旗一面。

凡是在步步高领取国
旗的市民，拍摄与国旗的合
照并发微博，附上祝福祖国
的话，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
儿，获得步步高集团准备的
专属礼品。

除了免费领，想吃“霸
王餐”的市民也可以前往福
达万代广场体验一把。即日
起至10月11日，每天11时至

14时，17时30分至20时30
分，位于王府井隔壁的福达
万代商业广场二楼美食联
盟推出“吃饭不要钱”活动，
包括转转乐、 鲜品火锅、韩
式料理等美食都参与其中。

最值得推荐的是，千呼
万唤始出来的国货陈列馆
在“十一”开业期间也推出
了重磅活动。 记者了解到，
国庆期间， 国货陈列馆5楼
将推出黄金珍品展活动，出
自名家之手的共计30件价
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免费展
出，与此同时，5楼还将有珍
品矿晶展等多个值得一看
的展览。

■记者 朱蓉

团购、会员日；满返、满
赠、满减；送油卡、的士费；买
空调送净化器……早在十天
前， 长沙城内各路商家们已
经数次短兵相接。

在“十一”这个“角斗场”
上，“重头戏”当然不止这些。
拼价格之外，人气活动、贴心
服务、旅游大奖，都成为商家
们“决斗”的“必杀技”。

【另类范】
人气大招同台竞技

世界上最催泪的是，我
在全心全意搞促销， 而你却
在欢快地“玩耍”。今年“十
一”，长沙各卖场除做出价格
这个常规动作外，百姓声音、
辣妹评选、 爱国情怀等大招
也放了出来。

最先玩起来的是通程电
器。9月25日， 通程电器全城
发布招募令， 要在长假期间
选出100名“百姓代言人”。代
言人除获得自己的形象专属
广告牌之外， 还能获得主办
方提供的小礼品。

紧接着的9月26日，湖南苏
宁也在其官方微博推出“最辣辣
妹”评选活动，即日起-10月20
日，只要你够自信，iPad�mini�1
台或满30元用10元的苏宁易购
美妆通用券就有机会是你的。

“湖南人爱吃辣，长沙美
女排名全国前三。目前，活动
已经达到预期， 话题讨论量
1970， 有十个美女已经报
名。”苏宁云商长沙区相关负
责人说。

步步高电器城也配合集
团宣扬起爱国情怀。 其市场
部负责人表示：“今天起，全
省58家门店除悬挂国旗外，
来门店扫二维码的消费者都
送小国旗一面。”

【服务牌】
拼速度更比贴心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活， 这句话在今年国庆期间

也适用。好活动吸引人气，低
价格带来销售之外， 物流才
是检验商家的金刚钻。

今年“十一”，天猫打出
“大家电全国100%免费送货
入户”标语；京东仗着自建物
流的优势，喊出“一日三送”
口号； 而一度被外界视为苏
宁转型累赘的线下门店成了
苏宁拼快递的最大法宝。

“在苏宁易购选购带有
‘急速达’标志的商品，一般2
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货。”苏宁
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 友阿电器在长沙
正式启动“家电免费试用100
天”和“延期送货30-180天享
5%补息”服务；通程电器、国
美电器不约而同承诺国庆期
间，所购产品全省保价、欢迎
比价、差价立赔。

【旅游奖】
哪个圣地你更想去？

住温泉酒店、 看野生
动物、观海边美景、赏异国
风情……这个“十一”，你更
青睐哪一挂呢？

商家们也拿出各种旅游
大奖招揽顾客。最“舍得”的
要数国美电器，巴厘岛、新马
泰、普吉岛、泰国、柬埔寨都
可以成为你下半年免费出国
游的选择对象。

“湖南范围内准备一万张
刮刮卡，凭购物小票就能参与
抽奖，也是国庆节的彩头之一
吧。”湖南国美相关负责人说。

同样选择把泰国作为彩
头的还有通程电器， 国庆期
间，购单品满999元就能参与
抽奖；家电套购满6000元，就
能获得步步高电器城送出的
300元紫龙湾温泉酒店体验
券， 满一万元送500元体验
券； 苏宁旗下的满座网推出
超低价景点门票团购， 长隆
野生动物世界+锦绣中华民
俗村团购价330元，上海野生
动物园+欢乐谷打包价240元
等。 ■记者 杨迪

“十一”大促销
家电卖场玩得傲

如果要问现如今最有诱
惑力的奖品是什么， 苹果公
司前不久推出的 iPhone�6
一定榜上有名。

还未开业的海信广场
就追赶上了这波风潮。9月
30日，关注该广场官方微信
“长沙海信广场”，参与游戏
互动“疯采iPhone�6”，得分
最高的参与者将获得iPhone6
手机一台。

需要提醒的是， 获得第
一名的参与者需要在工作人
员处现场试玩10次， 得分达
到最高分90%才可以领奖。

同时， 喜盈门·范城购
物中心官方微信也推出了
微信拼图、大转盘、运动会
等游戏，这其中，也为广大
消费者准备了 iPhone6、拍
立得、死飞车等大奖。而发
送自己与国旗的脸谱秀或
者创意秀至步步高商城，便
有机会赢得苹果系列奖品，

一等奖自然也是 iPhone6；
不落人后的友阿集团也
为持会员卡至总服务台
刷卡报到的会员准备了
一台iPhone6。

不过，这还只是大奖的
开始。9月30日至10月7日，
只需在喜盈门·范城消费满
99元， 黄金珠宝、 钟表、数
码、烟酒等满990元，凭销售
小票即可前往1楼总服务台
领取奔驰、 宝马抽奖券一
张。 记者在喜盈门·范城购
物中心了解到，终极大奖将
于10月7日17时在公证员的
全程公证下选出。

份数不多的大奖之外，
人人有份的小奖也是有的。
国庆期间，在运达美美商场
购物即可办理VIP卡，同时，
购买1楼商品满9000元，负
一楼、二楼商品满5000元及
以上， 即可获赠价值480元
奔驰双肩包一个。

格力
家用空调： 即日起-10

月7日， 格力2匹 i酷太空舱
高端变频柜机标价为 9290
元，活动特价仅为6999元，3
匹 i酷太空舱高端变频柜机
标价为11099元， 活动特价
仅为7999元。2匹T迪柜机标
价为6510元，活动特价仅为
4999元，3匹T迪柜机标价为
7680元， 活动特价仅为5999
元。1匹单冷机1699元，1.5P
变频挂机2999元。

家用中央空调： 国庆期
间，3匹客厅中央空调6999元
起，70m2小两居变频中央空
调19800元，130m2三房两厅中

央空调38888元，包设计、包安
装，还可享受整机6年免费包
修的超长售后服务。

净水机：“十一” 期间，提
供5名一元购，10名十元购，20
名百元购，100名千元购的名
额，只要关注湖南格力官方微
信就能参与。

晶弘冰箱： 即日起-10月7
日，全系产品6.5折起，最高直降
5000元。

TCL
即日起-10月7日，55英

寸4K电视国庆超值价只需
5399元，42寸4K电视也只需
3399元。

省钱贴士

【奖品派】
iPhone�6、奔驰，奖品噱头足

【花样派】
与国旗合影，免费吃霸王餐

【实惠派】
商场满赠，优惠依旧是王道

9月27日，不少消费者已经在步步高广场提前领到了国庆礼物 ———一面小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