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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粕醋、炸炸、炒冰、清补凉……每当夜幕降临，
汇聚了全国各地及海南本地特色美食的海口各大夜
市便开始热闹起来。在今年嘉年华活动的夜市主题
活动中，海口多个夜市提供近百种网红美食让消费者
免费试吃，助市民游客得以“一站式”尝遍美味，感受
海南夜生活的独特魅力。

“出来旅游，我们对于吃特别看中。通过参与海
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我们在夜市吃到了很多
海南的特色美食，觉得不虚此行。”从重庆来海南度假
的游客陈女士笑着说。

除了夜市主题活动外，其他主题活动也让消费者
感受到了消费带来的“幸福感”。在步行街主题活动
中，各类打折的服装琳琅满目，消费者竞相购买；餐饮
主题活动中，省内各大餐厅招牌菜齐上阵PK，市民游
客组团当评委，开启美食之旅，其中大胃王比赛令人
尖叫连连，全国吃货在海南一饱口福；商场主题活动
中，国际品牌纷纷出招，推出超低优惠折扣，派送精美
礼品，全球好货令人目不暇接；建材主题活动中，家
具、卫浴、灯饰等产品应有尽有，优惠活动让消费者省
钱装修新家；汽车4S店主题活动中，各类新车型纷纷
亮相，超低首付、超值性价比，受到爱车年轻人的广泛
关注……六大主题促销活动优惠多、亮点多、人气旺，
热闹非凡。

而最具看点的，当属11月13日、12月11日至13
日举办的主会场促销活动及闭幕式。每晚4个小时
促销大联欢，上千元消费券大派发、12台 iphone12
免费抽、4000份好礼免费送，文艺大汇演，3场活动共
吸引逾2000名消费者现场参与，现场掀起购物热
潮。据了解，中石化、中石油、海南银联、支付宝等也
积极参与本次嘉年华活动，共发放价值4000余万元
的消费券。

“完全没想到我能中奖，这次嘉年华活动内容十
分丰富，希望明年继续举办。”在活动现场抽中
iphone12的海口市民余先生高兴地说。

“本次嘉年华活动接地气、氛围好、互动环节多，
企业参与热情高涨，市民游客获得感满满，可以说是
一场名副其实的年末消费狂欢。”海南省商务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加快建设自贸港的背景下，海南将全
力打造更加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让更多消费者领略
自贸港的魅力，品味新生活，感受新潮流。

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主会场促销活动圆满闭幕

主题活动亮点纷呈 市民游客快乐“剁手”
年末是海南的传统消

费旺季，也是海南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加快推动
消费转型升级，助推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重要
契机。在我国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的背景下，2020第二
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
华活动自9月启动以来，
受到省内外重点企业及消
费者的青睐，各类促消费
活动掀起阵阵热潮。

12月13日，本届嘉年
华主会场促销活动闭幕，
省内知名企业汇聚在海口
市，以品牌促销、文艺演
出、配套活动等形式举办
街展，为广大消费者带来
种类丰富、价格优惠的各
类商品，点燃了岁尾海南
拉动消费增长的最后“一
把火”。

举办500多场促销主题活动

今年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
快推进的大背景下，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加快
释放我省居民、游客消费潜力，助推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省政府决定
从9月8日到12月31日，举办2020
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活
动，打造开放式、公益性、综合型的促
消费平台，启动一次全省性、全业态
的大型促消费活动。

以促销活动激发海南消费动能，
释放消费活力，是我省举办本届嘉年

华活动的初衷。自9月以来，以“GO
海南 购缤纷”为主题的嘉年华活动
热度持续不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果。“一是全省各市县联动办节办展，
举办了物产展销、餐饮购物、传统节
庆、地方风俗等活动。二是各大企业
踊跃参与，掀起促消费热潮。中石
化、中石油、中旅集团、阿里集团、滴
滴、椰树集团、龙泉集团等300多家国
内企业参加活动，其中限额以上纳统
企业205家，共推出500多项主题优
惠活动，发放各类消费券价值4000
余万元。三是全业态覆盖，免税品、

汽车、家电、建材、美食、日用品等促
销力度空前，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本届嘉年华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了解，在形式设置、活动组成、
参与主体等方面，本届嘉年华活动较
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主办单位
海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
嘉年华活动聚焦的免税品、汽车、餐
饮、家电、建材等均为重点消费领域，
我省各市县联动、线上线下齐发力，
整体提升了活动的成效。

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本

届嘉年华活动组委会也推出了系
列促消费活动，在保障节日市场供
应的同时，促进旅游市场消费。丰富
多彩的主题活动、形式多样的优惠
促销，受到八方游客的欢迎，我省
一批商场、超市、旅游景点、特色美
食街客流量明显增加，实现“人财”
两旺。

本届嘉年华活动启动以来，截至
12月12日，我省各市县已举办了100
多场物产展销、餐饮购物等活动，各
企业推出500多项主题优惠活动，在
全岛掀起了促销购物热潮。

让更多消费者领略自贸港魅力

闭幕式上，多家企业获得本届嘉
年华活动“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促销活
动”荣誉。

⬅ 12月13日，第二届海南旅
游美食购物嘉年华主会场促销活
动闭幕式在海口市举行。

本版图片由省商务厅提供

⬆ 闭幕式上文艺工作者献上
歌舞表演《乘风破浪》。

商家名称
海口市内免税店
三亚国际免税城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博鳌免税店

友谊·阳光城

日月广场

观澜湖新城奥特莱斯

海口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海口百胜（肯德基）

海口希尔顿酒店

海南丽家富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马可波罗瓷砖、金牌橱柜）

海口润园国际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海南银联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石油分公司

海南一心堂

中免集团
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三亚夏日百货商场

万宁奥特莱斯

陵水广佰家超市

海南澄迈百佳汇超市

万家惠超市

三亚海棠湾万达希尔顿逸林酒店

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优惠信息

报名参与免单活动，最高可免49999元，使用花呗分期，可获得三期免息。

周二会员私享日：每周二，双倍积分，阳光城KTV59元起k歌，主题餐饮6.8折，阳光小吃街8折，轻餐茶饮买
一送一，体验配套5折。
冬月美食节：推出9.9元的代金券！参与抖+话题讨论可获得免费霸王餐抢购！海口万达影院日月广场店，
19.9元观影优惠券限时发送。
1.阿迪达斯5折起，彪马3折起，GAP8.5折，匡威4折，斯凯奇折上8折，卡帕4.9折，李宁5.6折，新百伦3.3折；
2.积分当钱花：积分兑换现金券，1000积分可兑换现金券12元、2500积分可兑换32元、5000积分可兑换70
元，无门槛现金券；
3.3000积分可兑换观澜湖度假区酒店火山温泉谷门票一张，温泉票使用有效期到2021年12月31日；
4.全场累计消费满额399元可凭当日消费小票参与78元换购价值168元观澜湖度假区酒店火山温泉谷门票
一张，每人最多换购2张。
12.4-12.17（线上+线下）：精选品牌立享折扣；
12.18-12.30（线上+线下）：会员年终回馈（会员积分换购）+冬至团圆季+暖衣迎新季；
12.18-12.31（线上+线下）：冬季美妆季，全场美妆商品立享折扣；
12.18-2021.1.13（线上+线下）：宝宝节，全场婴幼商品立享折扣；
12.18-2021.1.18（线下）：新春酒团拜会，白酒、洋酒、红酒整箱折扣；
12.18-2021.1.05（线下）：元旦5折小册子发放，12.31-2021.1.05到店可享5折。
1.到店有好礼，逢“18”必送：每月18日凡到店消费满100元即送100元通用消费抵用券，抵用券可在龙泉花
园酒店、中餐厅盛宴、西餐厅咖啡、椰子鸡店鸡汤、主题客房抵用；
2.牛扒半价日：每月8日，全场牛扒半价；
3.日常促销：消费满100元送40元赠送券，消费满50元送20元赠送券，以此类推。
1.39元/5块吃过瘾炸鸡桶；
2.万人拼团，气泡炸鸡半价秒杀，拼团价6元/块；
3.大神卡圣诞限量版，38元90天圣诞萌乐嘉年华，具体含每天任一早餐两件套6折，每天免外送费2次，每天
下午茶指定产品两件10元，甜品站萌萌黄香蕉慕斯蛋糕凭券买三送一，凭券买圣诞欢享桶小黄人大玩具版送
黄金鸡块（5块）。
1.平安夜晚宴”双12“优惠价919元/位，限量20份；
2.健身中心20次卡：1212元/套；
3.棋牌室5小时抵用券：300元/套；
4.粤式早茶任点任食套餐：98元/位；
5.云吧冬日小火锅：298元/位；
6.云端海景自助午餐128元/位，云端海景晚霞自助228元/位；
7.海鲜肉扒浪漫双人烛光晚餐：268元/套；
8.两大一小晚霞自助：468元/套；
9.5人份云端海景晚霞自助加5张游泳健身券1212元 /套；
10.套餐二云端海景晚霞自助买10送10，3670元/套；
11.开放式公寓套房+餐饮任选套餐799元/套；
12.两室一厅尊贵海景公寓套房1212元/间；
13.专业干洗5件：175元/套。
1.1万片卧室木纹砖免费送；
2.199元换购消毒柜；
3.万元厨房用具十件套任性抽。
1.厂家让利，海量低价爆款家具不限量供应；
2.活动期间，所有正价家具均按6.5折销售。
每周六10点派发，12月31日截止，海南银联将发放满180元减50元旅游餐饮消费券，满100元减30元通用
消费券，满30元减10元通用消费券。
1.加油送优惠券：即日起至12月31日，通过加油海南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加油满200元即可获得以下
优惠：20元便利店优惠券（消费满79元使用）、150润滑油抵价券（可用于购买j600、j700系列3.5kg润滑油）；
2.积分兑好礼：即日起至12月20日，APP注册会员可在领券中心领取尾气处理液买三送二抵扣券，APP注册
会员可在领券中心兑换以下好礼：20元APP商城优惠券，消费满79元使用；20元水果、生鲜专用券，消费满
100元使用；10元便利店优惠券，消费满40元使用；20元便利店优惠券，消费满79元使用。
1.惠养新参，中药养生疯狂抢购，西洋参低至19.9元一袋，2瓶立减328元；
2.保健品狂欢：森林印象系列、星纪元系列、莱贝森系列，降价后再自由组合买2得3；
3.医疗器械惠：好一生真空拔罐器59元/套，鱼跃臂式电子血压计258元/盒，鱼跃制氧机3680元/盒，欧姆龙
压缩式雾化器298元/盒等；
4.会员狂欢专享价；
5.积分兑换优惠享不停。

超级会员月4店同享，入会既享优惠，海量精品、珠宝腕表享3倍积分，消费满1万再返800积分。

15周年庆感恩回馈：12月1日—12月25日，潮宏基珠宝低至6.6折；11月13日—12月31日，限时发放10元、
30元、50元“助商惠民”消费券，购物满额可抵用。
1.11月23日—12月23日，ONLY、VEROMODA、JACK JONES、SELECTED等品牌时装全场拼单满3件享
2折到3折；Native反季钜惠全场3折起;
2.12月5日至31日进店会员，可免费领取4A景区（兴隆热带植物园/东山岭）门票，每人限领各2张。
现场抽大奖：凡在本超市购满98元，凭当天购物小票即可领抽奖券一张，满196领2张，依次类推；超值大换
购；集赞免费领。
1.全场清仓，最低1折起；
2.豪情抽大奖：12月2日至4日，凭在本超市当天购物小票满68元可获取抽奖券一张，满136元可获取两张，
依次类推；
3.超值大换购：12月5日至7日，凭在本超市当天购物小票即可参与。
1.买满88元送白酒一瓶，买满138元送组合扫把一套，买满198元送至乐杯一桶，买满268元送乐扣杯一个；
2.五花肉：19.9元/斤，瘦肉26.8元/斤（限12月5日、7日、9日）
3.半肥瘦：19.9元/斤，大骨26.8元/斤（限12月6日、8日、10日）
4.珍珠米1.78元/斤（每人限10斤）
大中华区希尔顿荣誉客会会员专享餐饮礼遇正式上线：
1.75折礼遇：适用于金会籍会员及钻石会籍会员餐饮消费；
2.餐饮消费积分奖励：非入住期间的餐饮消费满180元可享有500点奖励积分，入住期间的餐饮消费以认可
房价入住的会员可计入房账累积积分；
3.9折礼遇：适用于会员会籍及银会籍会员餐饮消费。
1.【双12&7周年店庆】高级海景房单晚特惠+2大2小营养早餐+大堂吧定制下午茶+加床+缤纷多彩康乐活
动+免税店购物优惠+机场穿梭巴士，售价1199元/套 起，限时抢购；
2.7周年店庆177元权益卡、7周年店庆277元权益卡、7周年店庆377元权益卡；
3.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双12&7周年店庆-悠享套餐】享高级海景房入住4天2晚+2大2小自助早
餐+专车服务+火锅晚餐+康乐活动+旅拍+免税店购物优惠+机场穿梭巴士，2999元/套起，限量抢购；
4.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双12&7周年店庆-悠享时光套餐】享高级海景房入住4天3晚+2大2小早
餐+下午茶+专车服务+火锅+康乐活动+旅拍+免税店购物优惠+机场穿梭巴士，4399元/套起，限时抢购；
5.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3天2晚欢乐家庭套餐】高级海景房入住2晚+2大2小早餐/天+海南风味套
餐一份+双人下午茶一份+多彩康乐活动+免税店购物优惠，仅售4860元/套 起，限量预售；
6.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3天2晚浪漫之旅套餐】豪华海景房入住2晚+双人早餐/天+双人海洋餐厅
午餐一次+专车接机或送机一次+红酒点心水果等礼遇+免税店购物优惠，售价5800元/套起，限量预售；
7.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3天2晚浪漫之旅套餐】高级海景套房入住2晚+双人早餐/天+行政礼遇+双
人海洋餐厅午餐一次+专车接/送机一次+红酒点心水果等礼遇+每日一次免费迷你吧，售价7420元/套起。
1.圣诞冬日奇遇晚宴：199元~1088元；
2.舞动健康跨年自助晚宴：214元~428元；
3.田园风味烤鸡野餐篮-配红/白葡萄酒1瓶：328元。

时间

即日起至12月31日

每周二

11月28日-12月23日

11月19日-12月31日

11月20日-2021年1月18日

11月18日-12月18日

11月27日-12月31日

12月5日-2021年4月30日

11月23日-12月27日

11月13日-12月31日

12月5日-12月31日

12月3日-12月31日

12月1日-12月31日

即日起至12月31日

11月13日-12月31日

11月23日-12月23日

12月4日-12月20日

12月2日-12月20日

12月5日-12月15日

10月28日-2021年2月28日

12月12日-2021年6月30日

12月1日-12月24日

2020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各市县重点商家年末优惠信息列表（部分）

三亚大东海酒店

三亚亚龙湾万豪度假酒店

三亚亚龙湾爱琴海套房度假酒店

三亚凤凰岛度假酒店

儋州海航新天地酒店
儋州海航福朋喜来登酒店

海南七仙瑶池温泉度假酒店

保亭七仙岭玛莱温泉度假酒店

东方泰隆大酒店

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

海垦广场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三亚亚特兰蒂斯

三亚亚龙湾美高梅度假酒店

海南普洛旺斯餐厅

海口龙泉海鲜酒楼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精功眼镜连锁有限公司

三亚客润佳超市

1.乐享套餐：3天2晚999元/组，4天3晚1399元/组；
2.优享套餐：3天2晚1499元/组，4天3晚2099元/组；
3.尊享套餐：3天2晚1899元/组，4天3晚2699元/组；
4.单人餐饮套餐：108元/位；
5.双人餐饮套餐：158元/位；
6.海湾房套餐：春节价4天3晚2588元/组；
7.豪华海景房套餐：春节价4天3晚2999元/组。
1.亲海之旅套餐：3158元起/3天2晚，入住豪华房1间2晚，享每日万豪咖啡厅双人自助早餐，享三亚凤凰机
场至酒店宝马5系轿车接送或送机（需提前三天预约），含海景大堂吧双人下午茶一次，含泉水疗中心双人30
分钟鱼疗体验一次，含玻璃船、网红独角兽泳圈各一个小时，入住期间享全日制早餐，享60分钟专业摄影师一
对一旅拍服务，赠送5张精美照片；
2.赏味清酒晚宴12月11日-12日18:30-21:00，江户银日餐厅仅售 488元/位，788元/2位。
1.开放式海景套房3天2晚1299元；
2.开放式海景套房4天3晚1899元；
3.两房一厅园景房3天2晚1999元；
4.两房一厅园景房4天3晚2999元。
1.缤纷圣诞节1888元 | 阅海双卧行政套房1间1晚+每日双人自助早餐+11月17日至12月23日含双人西餐
厅自助晚餐一次或选择含12月24日双人紫水晶广场诞晚餐一次+尊享酒店行政礼遇；
2.缤纷圣诞节2466元 | 全海景房1间2晚+每日双人自助早餐+11月17日至12月23日含双人西餐厅自助晚
餐一次或选择含12月24日双人紫水晶广场圣诞晚餐一次+天空酒廊鸡尾酒2杯；
3.宴会场地使用券：2999元/半天，紫水晶广场、揽海宴会厅、观海平台、宴会草坪，场地四选一，限量抢购；
4.海景行政套房1间1晚，双人自助早餐，行政楼层礼遇，天空酒廊特调鸡尾酒2杯，双人直升飞机体验1次
1566元；
5.高级海景房 1间1晚，天空酒廊双人下午茶599元；
6.冬季3天2晚打卡套餐1890元抢全海景房1间2晚＋每日双人自助早餐＋海南特色家庭套餐1次＋天空酒
廊鸡尾酒2杯，有效期至2021年2月28日；
7.海洋之梦冬季特惠丨2208元享高级海景大床房1间4晚+每日双人自助早餐＋双人椰子鸡火锅套餐1次＋
大堂吧双人下午茶1次，有效期至2021年2月28日。
350元商务出行特惠，尊享酒店主楼高级客房1间1晚+单人一日三餐。
单人自助早餐买一赠一。
【超值优惠，瑶池美味】脏鸭子餐厅266元中式套餐（2-3人），农家美味，好吃不贵，
吃鸡套餐：1388元套餐，30次卡，送一只烤鸡,
抢购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使用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
人间仙境七仙岭，养生泡泉在玛莱！80元抢【七仙岭玛莱温泉度假酒店】单人自助早餐+竹林天然野溪自喷温
泉票，周末节假日通用。
8.8元抢购价值158元听海轩茶吧茶券一张。
1.双十二爱在雨林：599元/间享五指山主峰景观房/雨林豪华山谷房，含双人自助早餐+双人黎苗特色宴+登
山门票2张；
2.spa体验套餐：599元/间起，含每日双人早餐，赠送价值158元的单人肩颈放松体验20分钟/次；
3.爆款套餐：599元/间起，1晚雨林豪华山谷房/雨林豪华别墅房，含每日双人早餐，赠送五指山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门票2张+带皮小黄牛菜肴一份；
4.精品优惠套餐：299元起，入住雨林雅致山谷房，赠送雨林双扣四道小菜；
5.五指山亚泰：雨林高级山谷房/雨林雅致别墅房，钟点房（入住4小时），200元/间起；
6.五指山亚泰：雨林雅致别墅房+阳台帐篷+自助早餐，平时640元/周末740元；
7.暖冬森活套餐：658元/间起，入住高级山谷房/豪华山谷房/雅致别墅/豪华别墅，含每日双人早餐，赠送五指
山国家公园登山门票2展+双人火锅套餐1份；
8.雨林小厨餐饮特惠：仅288元抢购五指山雨林双人豪华火锅套餐（四选一）；
9.五指山亚泰黎苗特色餐：268元起。
袍哥火锅充值会员享双重好礼：
充300元送30元，充500元送60元，充800元送100元，
同时享受8.8折优惠（锅底、酒水不含）。

“双12”狂欢9大网红餐厅优惠:
1.泰餐厅：两款人气饮料低至12.12元，双人海鲜套餐原价：632元，“双12”大促：398元。
2.火山餐厅：火山餐厅单人海鲜烧烤自助晚餐原价：198元，“双12”大促：121.2元。
3.烤鸭餐厅：麻辣鸭翅原价：38元，“双12”特惠：12元；红树林烤鸭：268元，“双12”特惠：121.2元。
4.湘聚餐厅：三人套餐A款原价：564元，“双12”特惠：361.2元；三人套餐B款原价：554元，“双12”特惠：
361.2元。
5.椰子鸡餐厅：双人套餐原价：328元，“双12”特惠：238元。
6.意面餐厅：双人套餐原价：228元，“双12”特惠：121.2元。
7.面莊汇·秦韵餐厅：贝壳扎啤4000ML/扎炮原价：158元，“双12”特惠：121.2元；酸辣粉原价：18元，“双12”
特惠：12.12元；特惠套餐生蚝1份、锡纸海白豆芽煲、牛肉串5串、羊肉串5串、烤土豆片、烤茄子原价：156元，

“双12”特惠：121.2元。
8.御粤阁：三亚酸汤鱼原价：68元，“双12”特惠：48元。
9.临风吧：玫瑰咖啡+圣诞蛋糕（纸杯）原价：48元，“双12”特惠：38元；香草咖啡+圣诞蛋糕（纸杯）原价：48元，

“双12”特惠：38元；圣诞水果蛋糕（纸杯）原价：28元，“双12”特惠：18元；圣诞曲奇饼（2块）原价：18元，“双
12”特惠：12.12元。

大中华区希尔顿荣誉客会会员专享餐饮礼遇正式上线：
1.75折礼遇：适用于金会籍会员及钻石会籍会员餐饮消费；
2.餐饮消费积分奖励：非入住期间的餐饮消费满180元人民币可享有500点奖励积分，入住期间的餐饮消费
以认可房价入住的会员可计入房账累积积分；
3.9折礼遇：适用于会员会籍及银会籍会员餐饮消费。
1.12月10日，海南省全岛24座加油站个人记名卡客户通过站内自助机、银行卡单笔充值满1500元以上（含
1500元）赠送价值50元便利店商品礼包一个（不含香烟）；
2.满200元立减20元
在海南省内指定中石油加油站，通过收银终端的扫码枪（非POS机）扫描用户云闪付APP付款码完成支付，可
享满200元立减20元优惠。
单用户每活动日限享1次，每月限享2次，单个商户号每活动日限前300笔符合条件的交易享受优惠。共计
15000个名额，所有海南省内中石油加油站共享名额，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女士半价，原价358元/位女士只需要178元/位。
平安夜：全天候娱乐活动、玩心大躁圣诞平安夜BBQ大餐、圣诞夜M秀篝火派对，门市价998元，优惠价888
元；
圣诞&新年客房套餐：2晚高尔夫房型含双人圣诞套餐&跨年大餐、单人VR战车或小火车一次、免费参加全天
圣诞&跨年活动，立定3999元起。
1.尽享8折，68元即可购买VIP会员全年权益，购买后可立即享受会员日正餐套餐8折权益，还可以获得68元
现金券一张，9折正餐权益券一年，45元下午茶券一份，6.8折生日券一张，25元下午茶券一张，8折会员日权
益十二个，积分累计权益一年，8.5折情人节午市券三张；
2.免费加入微信会员，加入后可享受会员日正餐套餐8.8折权益，还可以获得积分累计权益一年，8.8折会员日
权益12个。
黄金12月抢购活动；
消费满1000元，赠送200元电子代金券；
消费满5000元，赠送1000元电子代金券；
消费满10000元，赠送2000元电子代金券。
1.预付498元，既赠498元精功护眼仪，498元指定配镜抵扣券；
2.加100元超级升级为镜片添“新衣”；
3.一人购买，可赠价值29元精功试镜纸一盒，两人同行购买可赠两副299元精功系列太阳眼镜。
凭超市当天小票满98元，获抽奖券一张，满168元获抽奖券两张，满258元可抽取，4999元现金大奖+电动车
等你领回家。

12月2日-2021年3月31日

12月8日-12月15日

11月21日-2021年7月20日

12月11日-12月24日

12月1日-12月31日
12月1日-2021年6月1日

12月1日-12月31日

12月1日-2021年3月31日

12月1日-12月31日

12月1日-12月15日

12月4日起

12月1日-2021年4月30日

10 月 28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

11月30日-12月31日

12月4日-12月31日

12月24日-2021年1月1日

每月10号

12月10日-12月31日

12月11日-2021年1月10日

12月11日-12月24日

商家名称 优惠信息 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