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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的皮货为什么这么火! 国庆前后两次到
辛集国际皮革城采购的杜女士总结了三点"物美#

价廉#紧跟时尚$% 就拿我身上这件貂皮大衣来说&

我看了大商场的价格&打完折后没有低于三万的&

可我在辛集一万多一点就买了回来&皮质非常好&

可是价格差了这么多' (

辛集国际皮革城副总经理钱英申介绍说 "

% 我们这里价格之所以这么低& 是因为辛集是产

地&自己生产在自家门口卖 &省去了很多中间环
节&价格自然实惠&而且越是大件差得越多) (他
还告诉记者 &在辛集生产的皮货 &特别是高档皮
货的材料&小到纽扣&大到款式 &都是从意大利 #

美国#丹麦等地引进&紧跟欧美流行趋势&政府每
年组织各制衣厂的企业老板#设计师到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地参加裘皮展会&就是为了跟
上国际时尚*

辛集皮革实际早已为省会市民熟知& 因为它
历史悠久&素有+ 辛集皮革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
北方规模最大的皮衣 ,裘皮 ,尼克服 ,休闲服 ,手
套,箱包等皮具的旅游购物天堂*

每年郑州去辛集购物的消费者一直都不少&

但今年这种几乎免费的直通车还是首次开通 *

据辛集皮革城副总经理钱英申介绍 &自今年
!

月
辛集国际皮革城开业以来 &辐射河北 ,河南 ,山
东,山西等地的三小时购物圈 &每天的大巴车超
过百辆&私家车上千辆&皮草购物游越来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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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活动由河南商报社,河南旅游网和河
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三家省级媒体全程监督报道&商报
将在每周二的旅游版上公布报名情况及活动进展*

活动将通过公众投票和评委专家组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评出获奖嘉宾* 评委专家组投票占

415

权重&公众
投票- 短信投票,报纸选票和网络投票.占

215

)

不论是河南省还是周边省市的旅游局,旅游企

业,机构所策划,操作的创新性营销策划案例都可以
参与活动) 参赛人员可将参选材料- 报名表,文字资
料,影像资料等.以传真和电子版的形式传给组委会)

电子版报名表可在河南旅游网-
666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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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报名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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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届中原旅游奥斯卡活动盛典即将启动/

站在
.101

年的尾巴上&回顾平凡但不平庸的这一年&上海世博拉动
A@11

多万
游客进行旅游消费&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0亚运会的举行也为羊城送去福音0此
时&中原人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旅游奥斯卡活动&有好策划就来拿奖吧)

旅游奥斯卡&

为策划达人加冕
.101第三届中原旅游奥斯卡活动荣耀登场

NOPQRS TUV

一个好策划可以使企业赢得荣誉和财富)

而在旅游业界&不乏好策划,好点子)

.101

年&中
原旅游顶住与上海世博抢客源的压力&扛着与水灾作
斗争的苦难&我们% 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坚持自我,

迎难而上,继续承担引领中原旅游潮流先锋的作用)

在旅游大鳄进驻河南市场的局面下&骁勇善战的
旅游达人和旅游企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创造出一
个个好活动,好策划&让

.101

年的中原旅游更加魅力无

限&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精彩活力) 此时&中原旅游奥斯
卡活动盛典如约而至&挖掘出旅游业的% 才子佳人(&

更好地宣传创新思维和创新营销精神)

本次活动设置的奖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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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旅游奥斯卡
% 年度策划金奖(-

0

名. 0

.101

中原旅游奥斯卡% 最佳策
划(奖-

2

名. 0

.101

中原旅游奥斯卡% 策划达人(奖-
2

名. 0

.101

中原旅游奥斯卡% 创新营销先锋集体(奖-
@

名.和若干优秀策划奖) 港澳回归十余载 & 南粤风情更多
姿)河南省海外自

0.

日首发的长沙韶山
G

港澳
G

广深珠夕阳红专线&受到广大老
年朋友的喜爱)

该线路以% 四日读懂改革开放历
史 &五日走完港澳回归历程 (为主题 &

全程
!

天时间) 行程中安排参观中国伟
大领袖毛主席故居,纪念馆 ,越秀山景
区,红树林公园&还特别安排了世界之
窗的行程) 您不光可以看到世界景点

的缩影&更可以欣赏到美轮美奂的世界
歌舞演出&让您目不暇接)

0!!A

年香港主权回归的历史时刻&闪
耀夺目的金紫荆雕像贮立于湾仔会议展
览中心&行程不仅参观会展中心,紫荆广
场,浅水湾,海洋公园等著名景点&更可
以用一天的时间体验香港回归后的繁
荣) 澳门大三巴牌坊,莲花广场,妈祖庙
等著名景点也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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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购物新时尚 辛集购物直通车
C1元换来的是不止C11元的优惠

你是购物狂吗!你喜
欢淘宝吗!爱美的你喜欢
皮草吗! 冬已至&皮草将
再次成为时尚新贵们的
宠爱之物&就如同钻石般
带来的高贵诱惑&是每个
女人都无法抗拒的)在皮
草依然盛行的今天&您是
否也想充实充实自己的
衣橱&添一件精致时尚的
皮草衣饰!

郑州金辉旅行社联
合辛集国际皮革城推出购
物游览直通车以来& 已经
有逾千名市民搭乘前往&

其中不乏多次往返者&纷
纷表示这里的皮制品,皮
草确实实惠& 用读者的话
说就是% 瞬间就能激起我
的购物欲望()为了让更多
市民享受到低价的奢华&

经过和辛集国际皮革城紧
急协商& 直通车将一直开
行至年底&每日发车&价格
仍保持

C1

元不变&打响皮
货省钱购物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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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回归十余载&南粤风情更多姿

.101

年
!

月&为服务老年人&满足大
家赴台参观的愿望&省老龄委,老年福
利基金会,市老年服务中心,河南中州
国旅等单位联合推出了% 百名老人梦
圆台湾宝岛(大型主题活动&赢得了广
大老年朋友的一致好评& 还有不少没
报上名的朋友强烈要求再组织一次)

为满足大家要求& 经过精心策划&

几家单位即将在
0.

月
.D

日重磅推出% 我
到台湾过新年(大型主题活动)

与上次活动相比&本次活动更加诱
人&不仅增加了香港游&还要带大家参
观正在台北热展的国际花卉博览会&更
值得一提的是&团队抵达台湾的日子正
好是元旦佳节&能切身体验台湾人民过
新年的喜庆气氛)

整个行程共
01

天&双卧双飞 &景点
众多&在香港游览浅水湾,海洋公园,黄
大仙庙&在台湾登顶

010

大楼&参观木栅
动物园

B

熊猫馆& 逛台北国际花卉博览

会&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造价
0@

个
亿人民币的中台禅寺&乘船环游著名的日
月潭景区&游览西子湾风景区,打狗英国
领事馆&到著名的六和夜市品尝台湾美味
小吃&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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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香港,逛台湾,看国际花博会111

+ 我到台湾过新年(

夕阳红专列开始报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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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草虽好& 但商场动辄几万的价格着实让不
少市民望而却步& 但辛集国际皮革城不但紧跟国
际流行时尚& 同时也集纳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梦特
娇,金利来,七匹狼等国际国内一线品牌&价格却

比商场便宜许多&到了那里&才能感受到享受奢华
并非梦想&而是活生生近在眼前&工薪阶层到那里
淘个价位合适,做工好,款式也不错的真皮产品不
算难事/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