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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耀

2018 宁波商业品牌榜
海选活动开始啦

在新零售全面化的时代背景下，
传统商业不再
“畏惧”
于互联网零售的冲击，
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拥抱互联网，
加快自身的转型和升级。
2018 年，宁波的商业品牌们如何在“新零售”的大环境下，打造崭新的商业形式和模式，如何满足宁波人越来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又有哪些商
家品牌在全新的市场中焕发出鲜活的活力呢？

奖项设置
◆恪守初心·诚信奖

◆锐意前行·创新奖

甬城的商业界从来都不缺少“人道
实体商家如何在新零售背景下，重
酬诚，商道酬信”的故事，而面对全新的 新整合消费者、商品和销售渠道？大数
新零售时代，面对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据分析、顾客偏好、O2O 应用……在创
能够恪守诚信的准则，亦是对初心的不 新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努力。
懈坚守。

◆特色业态·人文奖

◆婚宴酒店·金牌奖

在实体零售的竞争中，如何脱颖而
出，是凭借独一无二的精细定位，是专
注优越环境的体验塑造，还是打造一个
又一个惊喜“主题”？也许一个小小的
细节，
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众不同的个性化风格是时下新
人婚礼的追求，宁波的各大星级酒店也
越来越重视婚宴市场，在菜品、价格、环
境和服务上精雕细琢，推出各式婚宴主
题，
提供更多创意选择。

参加评选品牌名单
（01）天一广场
（02）第二百货商店
（03）银泰百货
（04）和义大道购物中心
（05）天一国际购物中心
（06）酷购商城
（07）新华联商厦
（08）利时城市奥特莱斯
（09）鄞州万达广场
（10）江北万达广场
（11）世纪东方广场
（12）来福士广场
（13）月湖盛园
（14）新城吾悅广场
（15）东部新城银泰城
（16）天伦时代广场
（17）高鑫广场
（18）港隆时代广场
（19）印象城
（20）钱湖天地

（21）宁波文化广场
（22）1844 艺术生活中心
（23）宁波杉井奥特莱斯广场
（24）南塘老街
（25）环球银泰城
（26）恒一海曙广场
（27）恒一江北广场
（28）1902 万科广场
（29）东鼓道
（30）苏宁易购
（31）家乐福
（32）宜家家居
（33）金钟茶城
（34）国美电器
（35）五星电器
（36）三江超市
（37）麦德龙

（38）欧尚
（39）华润万家
（40）沃尔玛
（41）世纪联华
（42）博洋家纺
（43）维科家纺
（44）七彩云南翡翠
（45）太平鸟服饰
（46）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
（47）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
（48）宁波文化广场郎豪酒店
（49）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
（50）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
（51）宁波威斯汀大酒店
（52）宁波南苑环球酒店
（53）宁波南苑饭店
（54）宁波华侨温德姆至尊豪廷
大酒店
（55）宁波万豪酒店

（56）宁波凯洲皇冠假日酒店
（57）宁波逸东豪生大酒店
（58）宁波富力索菲特大饭店
（59）宁波柏悦酒店
（60）宁波东钱湖万金雷迪森度假
酒店
（61）宁波东钱湖华茂希尔顿度假
酒店
（62）宁波启新高尔夫酒店
（63）中信宁波国际大酒店
（64）宁波远洲大酒店
（65）宁波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
（66）宁波洲际酒店
（67）宁波恒元大酒店
（68）宁波九龙湖开元华城度假村
（69）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
（70）宁波天港禧悦酒店
（71）宁波开元大酒店
(排名不分先后)

宁波二百建店 68 周年庆 一路有你
“购”
精彩
近期，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建店 68 周年庆即将如
期与我们相会了，各类黄铂金饰品、家纺床品、男女服
饰、运动休闲等商品畅享全年钜惠让利。
即日起至 16 日宁波二百 68 周年建店庆来袭，系
列商品畅享店庆价优惠基础上，购男女服饰、鞋履、运
动休闲、床上用品等再享累计实付满 600 元立减 68
元，上不封顶。刷建行信用卡使用 pay 支付购黄铂金
饰品享 98 折，最高优惠 200 元，限额 100 名，购其它商
品再享 9 折，最高优惠 100 元，限额 400 名；刷平安银
行信用卡满 1000 元立减 100 元；使用工商银行融 e 联
信用卡支付，满 500 元立减 50 元，最高限享 50 元，限
额 1000 名，以上所有优惠投资金条都除外。
12 月9 日中国黄金裸价甬城再度来袭，
999 首饰金
只售当日投资金条基础金价，
工费另计；12月15日，
老

凤祥黄金饰品年度最惠让利，
每克优惠50元，
12 月8日
至9日，
二楼李宁运动服饰全场6折，
达芙妮冬靴3折；
三
楼三枪鹅牌全棉秋衣秋裤99元2套，
李晨同款全棉套装
119元2套，
势必再掀一波爆单热潮；
即日起至9日，
四楼
兔皇羊绒衫4.3折;五楼雅戈尔指定款全棉衬衫220元，
波司登羽绒服指定款只售259元；
六楼紫罗兰柔芯春秋
被只要99元一条，
数量只有300条，
赶紧抢购……
折扣与送礼同行，12 月 7 日至 9 日，12 月 12 日，
12 月 14 日至 16 日，累计实付满 2800 元，赠精美店庆
伞一把；满 5800 元，赠餐具套装一套；满 9800 元，赠
维科绒毯一条，数量有限！除此之外，还有一波现金
券限量赠送，1950 年 12 月出生的 68 周岁顾客，只要
凭本人身份证就能至商店 6 楼总服务处领取 68 元现
金通用券一张，
限量 680 张……
包佳

投票方式：

寄信投票：请您将选票填写完整后，剪下邮寄或者投递至宁波
市鄞州区宁东路 901 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一楼宁报集团广告中
心，
并在信封上写明
“2018 宁波商业品牌榜”
，邮编 315000。
邮件投票：请将奖项与对应选号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我们
（重复发送无效），并注明姓名、联系方式以及身份证号码。邮箱地
址为：
39882994@qq.com。
投票时间：今起至 12 月 18 日（本次活动将从参与投票的读者
中随机抽取幸运读者，
并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2018 宁波商业品牌榜评选票
A. 恪守初心·诚信奖
B. 锐意前行·创新奖
C. 特色业态·人文奖
D. 婚宴酒店·金牌奖
投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附注：
请将参加评
选的品牌序号填
写在奖项之后，
每个奖项最多填
写 5 个品牌。

精品羊绒全国巡展特卖会火热进行中
时尚会变化，
但是经典永不过时。对于御寒保暖的羊绒
制品来说，简约、优雅、舒适，是一直不变的关键词。即日起
至 12 月 9 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荣恒羊绒厂家直供的上
万件羊绒制品，将开启工厂价直销活动，直销地址位于宁波
市豫源路 88 号香格里拉大酒店 3M 楼慈溪厅。
样式多，款式新颖，包括男款、女款、儿童款，有羊绒衫、
羊绒裤、羊绒围巾、双面呢大衣、海宁皮衣等。
“全场低至 0.6
折，2 折封顶”，厂家表示，本次活动所售的商品以新款和经
典款为主，
其中，
羊绒衫特卖低至 98 元，
羊绒裤低至 88 元。
业内人士介绍，此次羊绒特卖会，打造的就是一场平价
购物盛会。所有产品均由厂家直供，市民可以买到一手货
源。
大 家 可 以 搭 乘 公 交 3/102/138/517/820/981/302/
354/357/516 至灵桥东下车；
地铁 1 号线至江厦桥东下车。
包佳

严选好货真低价 国美携手大牌共庆生
今年是国美成立 32 周年，
12 月 5 日，
主题为
“成长
化定制产品销售占比达 47%。
有你 相伴有你”
的国美 32 周年庆典活动在北京举行。
周年庆典当天，
还公布了国美周年庆典的钜惠福利
自 1987 成立，国美用 32 年的企业发展故事，诉
政策，
与众多优质品牌厂商联合巨献，
严选好货真低价；
说着改革开放为其带来的机遇与改变，也诠释了企业
家电满千返百，
上不封顶；
家电以旧换新，
最高补贴 500
的责任与使命。作为“家 生活”整体方案提供商，国
元；
还可参与国美
“万人组团拼底价”
活动。
美通过深刻洞察消费者需求，积极与合作伙伴产生协
活动期间，国美还推出“买贵赔、晚到赔、假就赔、
同效应，以“新业务、新市场、新技术”的举措，引领新
以旧换新”
四大特色服务来强化服务品质。
零售时代的行业变革。
在过去 32 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美始终坚持为消
近年来，国美积极与优质品牌厂商缔结战略合作
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如今，国美已从家电零售商向
关系，以大数据精准把握用户需求，依托强大的供应 “家 生活”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从商品经营向
链能力实施大规模商品定制，通过严选定制来优化商
用户经营转变，从零售商向服务商转变。让服务成为
品结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美综合毛利率
用户选择国美的理由，这也将成为国美始终奉行的准
18.1%，套购解决方案销售占比达 60%，消费者个性
则。
包佳

蓝色礼盒奇幻呈现 摩登节日绽放梦想

Tiffany&Co.蒂芙尼用爱点亮2019
日 前 ，享 誉 全 球 的 著 名 珠 宝 及 腕 表 品 牌 Tiffany &
Co. 蒂芙尼在上海香港广场举行了亮灯仪式，用蒂芙尼蓝色
礼盒诉说节日情怀，承载着蒂芙尼对爱与梦想的无限遐想，
开启一段如梦似幻的旅程。在欢快的节日颂歌中，点亮这片
蓝色的节日世界，并璀璨呈现全新“Believe in Dreams 绽
放梦想”
节日季大片。
1837 年，顶级珠宝腕表品牌暨美国设计名门 Tiffany
& Co. 蒂芙尼诞生于纽约。拥有深厚品牌传承的蒂芙尼，
在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运营超过 300 家零售店，生产与销售
珠宝、腕表和奢华配饰产品。
包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