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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您探索与众不同的海洋魅力

沛纳海腕表展亮相和义大道购物中心
2019 年 1 月 8
日，沛纳海腕表展于
宁波和义大道购物
中心优雅亮相。沛
纳海中国区总经理
程腾宽先生，著名演
员郑恺先生，瑞星时
光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任涛先生
及宁波和义大道购
物中心总经理林炳
芳先生一同为本次
展览拉开帷幕。

CES 2019 ROG 发布多款
GeForce RTX 20 系列显卡游戏笔记本

郑恺先生欣喜地与大家分享道：“作为
沛纳海的拥趸，我非常荣幸能参与此次表展
的揭幕。沛纳海是我一直以来钟爱的高级运
动腕表品牌，传承了意大利皇家海军的渊
源。每一枚腕表都独具韵味，融合了纯正意
大利设计与卓越瑞士制表工艺的优秀作品。
也体现了沛纳海根植于佛罗伦萨的传承和与
海洋世界产生的密切关联。此次腕表展对于
我和宁波的腕表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次了解
沛纳海以及品牌新作的绝佳机会。
”

于 1860 年在佛罗伦萨创立的沛纳海，原身
为钟表工坊、店铺和表匠学院，多年来为意大
利海军供应精准的计时仪器，主要为潜水特种
部队的需要而设计产品。当时的研制项目如
Luminor 及 Radiomir 腕表，长久以来均被视
为军事机密，直至 1997 年，这些腕表才得以在
国际市场上推出。如今，沛纳海于瑞士诺沙泰
尔 （Neuchatel） 开设制表厂，研发及制造自
制机芯及腕表，集纯正意大利设计和卓越瑞士
制表技艺于一身。
在本次腕表展中，沛纳海呈现了一款引人
注目的杰作：Lo Scienziato 47 毫米陀飞轮两
地时间钛金属腕表。腕表采用直接金属镭射烧
结技术的 3D 打印钛金属表壳，不仅使得腕表重
量更轻，愈加体现了沛纳海的非凡制表技术，
更彰显其作为意大利高级运动腕表品牌凭借独
特手法演绎复杂工艺的深厚造诣。
据悉，此次展览于 1 月 8 日在和义大道购物
中心 B 区中庭开展，并将延续至 1 月 20 日，将
为甬城的沛纳海及腕表爱好者带来一场非凡的
鉴赏体验。

宁波二百
“赢”
春购物来袭 就是要 High
转眼 2019 年已经悄然而至，在这迎春的
日子里不妨一起去宁波第二百货商店逛逛，
提早把年货准备起来吧！
据相关人士介绍，1 月 11 日至 1 月 20
日，宁波二百岁末冲关，二至六楼系列商品 3
折起，购男女服饰、鞋履、床上用品等折后累
计实付满 800 元送 88 元（券），购滋补品、小
家电折后累计实付满 1200 元送 88 元（券）。
购镶嵌饰品、手表折后累计实付满 500 元立
减 25 元，黄铂金饰品折后累计实付满 1000
元立减 30 元，以上优惠全部上不封顶，是不
是很刺激？
属于 VIP 的新年礼也已为大伙儿准备好
了，活动期间，扫描二维码，注册 VIP 线上会

员，19 元通用现金券每日限量赠送，赶紧去领取
吧！此外，当天消费满 2019 元的顾客除了能享
受到钜惠的让利之外，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
财神给你送礼啦！品牌绒毯、精美餐具套装、海
量现金券……就等你！
说好了要 High，那自然少不了场外特卖，1
月 18 日至 27 日，歌洛依品牌特卖来袭，过年穿
回家见家长、朋友的“战服”可以准备起来了！几
十款炸街大衣等着与你邂逅 ......
眼看这年味儿越来越重，家里的春联都准备
了吗？1 月 13 日下午，宁波二百特邀知名书法家
王恕沛亲临现场，为到场顾客写春联、福字，现场
火热派送哦。
“赢”
春购物，
首选宁波二百！
包佳

无风 温暖 呵护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产品推介会在甬举行
在长白山过冬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问
题对于没有见过“北方的雪”的南方人而
言，是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话题。1 月 8 日，
以“无风 温暖 呵护”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产
品推介会在甬举行，向宁波的旅游界人士描
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图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
便利的交通、训练有素的人员、多样化的
“酒店集群”
、放飞自我的精彩活动等内容。
据了解，宁波市民想去长白山领略“北
方的冬天”，可以从宁波起飞坐上直航班
机，经过约三小时的航程，抵达长白山。然
后再搭乘穿梭大巴，20 多钟后就抵达了长
白山国际度假区。
滑雪是最令度假区内的客人兴奋的项
目，那种在雪道上飞驰而下、听闻风声在耳
边呼呼作响的感觉，在这里可以一偿所愿。
长白山脉挡风、三面环山避风的环境，以及
度假区围绕滑雪不断升级的服务，让客人找
到了回家的感觉。比如：为了便于客人尽情
滑雪，度假区推出了“雪具异地归还服

务”，滑累了，可以在最近的服务中心归还雪
具，不用原路折返；滑雪的时候如果雪具损坏
了，破损的小事度假区包了；度假区的部分酒
店直通雪场，客人可以从酒店直接滑进滑出。
初次滑雪的儿童，可以在儿童滑雪区先“小试
牛刀”。如果想在夜场滑雪，也可以达成心愿。
专注热身、专业巡逻、专家助理等周到的服
务，呵护客人滑雪的每一程。即使不滑雪，这
里也有许多释放真我的活动项目，让人秒回童
年：雪上飞碟、野雪摩托、压雪车体验等，只
要有雪，所有人都可以玩起来。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约上家人和朋友，
深入长白山山林，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人，体验
最纯粹的冬捕活动。
酒店的品质亦是考量一次旅程质量的重要
指标。推介会上，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展示了其
层次多样的丰富的酒店资源，让拥有不同需求
的客人，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的心头之好。而特
色烤饼、鱿鱼包饭、烧麦羊汤等原生态美食，则
传递着真正的
“雪国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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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时间 1 月
6 日 ，ROG 在 CES 2019
推出其游戏笔记本电脑的
最新阵容，包括 ROG 冰刃
3s Plus、ROG 冰 刃 3s、
ROG 超神 2s、ROG 超神
X、ROG 枪 神 2s 和 ROG
枪神 2s Plus。以全新的
硬件和各种各样的外形尺
寸，构成了从上到下的完
整阵容，将便携式 PC 游戏
体验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ROG 搭载 NVIDIA® GeForce RTXTM 系列产品的笔记本电脑
不仅仅是使用了最新的 GPU 硬件，还展示了 ROG 对于极致的追求，采
用令人惊叹的超薄边框显示屏，带来难以置信的流畅画面显示效果，增
强沉浸感，让您能深入到自己喜欢的游戏中去。先进的散热系统以最
低噪音确保最大效能发挥，并根据您的选择针对不同场景调整的散热
表现。加持最先进的组件和 ROG 独有功能，您就能拥有一台与众不同
的游戏笔记本电脑。
全新发布首款 17.3 英寸超薄游戏笔记本 ROG 冰刃 3s Plus，与升
级款 ROG 冰刃 3s，将带来超越传统游戏硬件的体验。桌面电脑替代
品 ROG 超神 2s 采用传统翻盖式设计，强调游戏性能更优于其便携
性。革命性创新形态笔记本 ROG 超神 X，将颠覆玩家的游戏体验。多
样化的产品阵容，
可以满足任何玩家的需求。
如果说刚刚推出的 ROG 超神 X 代表未来，那么 ROG 超神 2s 则
将目前产品进化带到全新的时代。它采用第 8 代 Intel® CoreTM 处理
器，可选配出厂既超频的 Intel Core i9-8950HK 处理器，频率高达
4.8GHz。坚持传统的 17 英寸笔记本电脑外形通常会带来更强大散热
和更厚的机身，虽然整体尺寸要比 ROG Mothership 小得多，ROG
超神 2s 还是坚持采用更大的散热器和风扇，以达到与 ROG Mothership 相同性能表现。

宁波苏宁年货节上线
聚焦
“三好”
放心过年
2018 年 12 月 27 日，苏宁易购正式开启 2019 年货节。苏宁总裁侯
恩龙宣布，此次年货节将聚焦
“三好”
，通过
“好年货、好价格、好服务”
务
求让所有消费者都能过上一个放心年。
原产地直采，
放心家宴美味年
为了备战年货节，苏宁拼购花了 3 个月时间走遍全国，在专家带领
下深入乡村生产第一线，仔细考察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经过层层筛选，终于挑选出了 10 万吨舟山带鱼、10 万吨云南核桃、10
万吨四川丑橘、10 万吨山东冬枣等 10 种生鲜产品，打造“10 全 10 美”
的乡村代购。
年货节备战期间，宁波苏宁小伙伴来到舟山码头，和渔民们一起经
历了收获的快乐，将新鲜的带鱼带向全国。乡村代购的生鲜产品均是
产地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保证消费者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
新鲜的年货。
服务不放假，
放心售后安心年
今年年货节在商品方面，苏宁易购将推荐优质产品来满足消费者
的品质生活需求，宁波苏宁将通过为不同人群挑选爆款产品，进行折
扣让利、空调反季节清仓、爆款爆折、价保服务等福利。宁波苏宁承
诺，年货节期间，苏宁服务不放假、不涨价，包括物流运费、家电维
修等。
新年新玩法，
福气小镇欢喜年
苏宁将在全国推出消费新场景——福气小镇，结合不同的场景和
年货需求，为用户带来应有尽有最好的年货。视频购、达人购、直播购
等多种新玩法，
给消费者带来好玩的全新沉浸式体验。
宁波苏宁福气小镇计划在 1 月 18 日至 1 月 20 日于鄞州万达广场
落地，届时将联合宁波地区现有的苏宁业态进行氛围布展，苏宁易购、
苏宁红孩子、苏宁小店、苏宁金融等各业态齐发力，为甬城消费者呈现
一场继
“超燃星城”
之后的又一大现象级场景互联体验新场所。
据悉，1 月 18 日至 1 月 20 日“好年货，来苏宁”活动中，宁波苏宁将
推出预交 20 元现金即可获得 200 元抵用券；购物满 1888 元送精美礼
品 一 份 ，购 套 餐 满 12888
元送锅具两件套；购套餐
实 付 满 8888 元 返 600 元
通 用 券 ，满 1888 元 返
1300 元通用券；以旧换新
最高补贴 600 元，加入苏
宁 SUPER VIP 购物再享
2%返利。
包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