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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5折起吃喝玩乐、领取折现红包……

双12狂欢省钱攻略来了
日前，双12正式启动，活动为期1个月。与往年相比，今年更多宁波本地商家加入。

□记者 史娓超

今年双12支付宝生活节由支付宝联合口碑饿了
么、淘票票、飞猪共同打造，覆盖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

记者进入支付宝APP看到，生活节界面已经在其首
页上新，用户通过搜索“1212”等方式就能一键进入支付
宝、口碑、饿了么、飞猪、淘票票会场，参加到店付款瓜分亿
元奖池、5折起吃喝玩乐等活动，抢便宜酒店和电影票等。

这两天大家线下逛街买单前，可以打开页面抢一
抢5折预售价。记者搜索到，不仅有巴邑火锅、川城、必
胜客、肯德基、麦当劳、糖纸甜品、小杨生煎、DQ、巴黎
贝甜、汉堡王等品牌餐饮，也有石浦饭店、澳门豆捞、三
胖蟹世界、避风塘、争鲜回转寿司、探鱼等中西正餐。

吃饱肚子了，享乐主义可以薅的羊毛也有一大把。
包括汤乐汇、华严足道、神采飞扬、功夫肩颈、嘉悦汗蒸
时代等本地休闲娱乐品牌；罗亚帝、GT美业、美丽田
园、发源地、沐spa等美容美发品牌；芭比堂宠物疫苗、
纳思书院、青芒学车、莫莉幻想、拉伽瑜伽、坚蛋健身等
亲子萌宠品牌，今年都集体加入双12，参与度非常高。

阿里巴巴双12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阿里数字
经济体的服务范围已经从衣食住行扩展到生活的方
方面面，不管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都能随时接触到
各种优惠和福利。

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张超梁 李
欣）“我在镇海，脚踏实地地前行，实现我的中国
梦。”12月3日下午，在甬江科创大走廊核心区
——中官路777号的办公室里，来自乌克兰的
赛门索夫·尤里对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赛门索夫·尤里和镇海的结缘还要从去年
说起。2018年 10月，镇海与宁波工程学院、乌
克兰国家科学院化学学部三方签订协议，共建
中乌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与此同时，中乌新
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签订引进乌克兰工程院院
士赛门索夫·尤里的协议，实现了镇海区全职引
进外籍院士零的突破。

作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表面化学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多年来，赛门索夫·尤里聚焦高分子
复合材料研究，拥有20多项专利。

“我的中国梦就是根据市场需要，将科研成
果在镇海实现产业化，助推宁波经济高质量前
行。”在成为镇海全职引进的首位外籍院士当
天，赛门索夫·尤里诠释久藏心中的中国梦。

目前，赛门索夫·尤里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
碳纳米管增强橡胶密封件生产技术，正在申报
发明专利2项。

“举个简单的例子，应用赛门索夫碳纳米管
技术后，在零下50℃的极端低温下，橡胶等传
统材料可以避免出现发脆、发硬等情况，这为传
统材料的应用拓宽出新蓝海。”宁波中乌新材料
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丁昂介绍说。

正是如此，市场青睐赛门索夫·尤里碳纳米
管技术，发力碳纳米管改性高分子复合材料技

术的研究和产业化项目，在镇海注册成立宁波
泰科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落户位于骆驼
街道的中乌研究院创新产业园。眼下，该企业设
备生产线调试已完成，今年年底即可实现批量
生产。

“我喜欢宁波，因为这里的政府重视人才与
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让我的中国
梦可以加速实现。”赛门索夫·尤里表示，他也愿
为“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贡献自身力
量。

为了更高质量地实现中国梦，67岁的赛门
索夫·尤里勇闯语言关，学起了汉语。

11月，位于镇海庄市街道的“院士之家·青
英荟”正式启用，赛门索夫·尤里成为首位达成
入住意向的院士。“之前住在东部新城的宁波市
人才公寓，上下班路途较远。‘院士之家·青英荟’
离我工作单位很近，大大节约了时间。”赛门索
夫·尤里喜欢跑步、游泳，刚好“院士之家”有户
外游泳池，附近还有绿轴体育公园，这让他对

“院士之家”的设施、选址颇为满意。
“我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镇海，这里有一

种把想法变成现实的魔力。”赛门索夫·尤里在
镇海工作不到一年，但是他已经深深爱上了这
片创新热土。

在双12加持下，宁波本地生活服务
的热情被激活。

从数据来看，巴邑火锅的50元抵用
100 元券已售出 7.3 万份；售价 70 元必
胜客法式肋眼牛排套餐已售出 10 万
份；售价 18 元的 2 份 coco 双拼奶茶已
售出58.5万份；售价18元 3次的小杨生
煎油豆腐牛肉粉丝汤售出 3.2 万份；小

味道的50元抵用100元券已售出3.2万
份等。

宁波并非个例。从全国范围来看，各
地商超便利店成交额环比出现爆发式增
长。数据显示，12月1日，家乐福单日成交
额环比增长42%；大润发增长48%；麦德
龙增长97.1%；华润苏果增长105.3%；百
联增长105.3%等。

与往年一样，宁波的盒马、银泰也不
会错过双12活动，将分别推出百款爆品
买一赠一及小金库等活动。

以银泰为例。如果你是 INTIME365
会员，那赶紧打开喵街 APP 看下，这一
年里总共通过 INTIME365 会员省了多
少钱。注意，“双 12”当天这笔金额的
10%可以直接折现成红包，只要你购买
商品应付金额高于红包面额 1元钱，即

可使用。
银泰方面负责人介绍，这种力度近乎

无门槛。
实际上，根据银泰方面发布的数

据，在过去一年，宁波地区的银泰会员
通过 INTIME365 平均每人省了 1302
元。也就是说，不管买什么，宁波地区的
银泰会员每人平均可以拿到一个 130
元的现金红包。

镇海首位外籍院士有意向入住“院士之家”

“前行，实现我的中国梦”

本地生活服务被激活

INTIME365省下来的钱返现10%

5折起吃喝玩乐要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