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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美消费 乐享相城”2022年金秋聚惠促消费活动
主办单位：相山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淮北市广播电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汽车服务行业协会
具体承办：各重点商贸企业
活动时间
2022年10月1日-10月31日
发放对象
全体在淮消费人员（包括外地来淮人员）
（一）开展“购车满立减”活动。活动期

间，消费者使用建行生活 APP 在汽车经销
企业处购买汽车，可享受消费券补贴优
惠。面额 1000 元 750 张（参加活动企业配

套优惠 2000 元），购车金额满 10 万（含）不
足 30 万使用；面额 500 元 500 张（参加活动
企业配套优惠 2000 元），购车金额满 5 万
元不足 10 万元使用。每个购车人在活动
期间只能享受 1 次建行生活 APP 购车消
费券活动，可与市级消费券叠加使用（市
级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使用建行生活
APP 在汽车经销企业处购买汽车，总金额
10 万元以上车辆可享受政府消费券补贴
2000 元优惠，共 250 张）。

（二）开展“商超餐饮消费券”活动。
活动期间，消费者使用支付宝 APP 可参与

“品质生活 幸福满淮”消费券领取，在报

名的商超餐饮单位消费，面额为满 100 元
立减 20 元、满 200 元立减 50 元。

（三）开展“全城欢乐购”活动。1. 金
鹰国际购物广场：开展百万红包全城分
享、亿券齐发福利加倍等活动，VIP 卡直
充 600 欢乐券，登录金鹰生活免费领 1000
元礼金券。2. 隋唐运河古镇：十一期间，
开展“隋唐花月宴”大型实景沉浸式剧本
杀等活动。3. 万达广场：十一期间，开展
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活动，包括通过线上
小程序发放万达嗨玩护照，每日完成打卡
即可免费领取对应礼品；联合淮北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猎人特卫特训营搭建真人

CS 场景、布展彩蛋靶场；联合全场零售商
户开展秋装售罄活动，全场运动、大牌低
至 3 折 起 等 活 动 。 4. 南 翔 云 集 ：十 一 期
间，每天开展主题不同的促消费活动、演
出、快闪活动等。5. 惠苑路步行街：十月
使用建行生活 APP 满 20 减 10 元，满 200 减
30 元（建行信用卡惠享），满 366 减 50 元
（建行信用卡惠享）以上以商场、街区等实
际活动为准。

使用规则
1.消费券（虚拟券）采用线上抢券与到店

立减相结合的模式发放。消费者在参与活动
的汽车销售商户门店购买单辆7座（含7座）

以下新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可通过建行
生活APP领取使用汽车消费券。

2.对消费者新购买乘用车，单辆5万元-
10万元（不含10万元），依据消费券每1辆补
贴500元（参加活动企业配套优惠2000元）；
单辆汽车满10万（含）不足30万，依据消费券
每1辆补贴1000元（参加活动企业配套优惠
2000元）。

3. 消费券核销时，汽车销售企业需要提
供车辆订购协议、车辆销售发票、购车人有效
身份证明、支付小票、车辆优惠确认函、分期
付款相关证明材料等核验资料，向支付平台
进行报备。每笔消费限用一张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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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淮北市睿晟大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瑞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瑞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景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华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正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远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市运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五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润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金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市金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市吉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恒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迪安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大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市大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达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程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昌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润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淮北瑞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久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福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方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晨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安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安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正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报名商户名单 “品质生活 幸福满淮”商超餐饮报名商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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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名称（执照全称）

淮北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安徽家家悦真棒超市有限公司

淮北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相山分公司

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淮北伯瑞特酒店有限公司

淮北曼哈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相山区惠易多超市长山路店

淮北郎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凌云商场

淮北市京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璞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相山区南通长寿粥店

淮北市盉元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盉街川西坝子）

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淮北万达店

淮北市相山区川金甲火锅店

淮北市相山区茗典咖啡语茶西餐厅

淮北凌云电力实业总公司烧鹅仔美食城

淮北市相山区鑫源御品酒店

淮北市相山区江边城外酒店

淮北市相山区如在蜀火锅店

淮北市相山区九田家黑牛烤肉料理万达店

淮北市相山区韩宴真木烧烤店

淮北市周春大虾店

淮北市相山区阿磊兄弟小吃店

淮北市相山区东岗楼老王牛肉汤牛牛牛店

淮北市家和福顺商贸有限公司

淮北相悦食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淮北市淮海中路 62 号

淮北市各门店

淮北市相山路与古城路交汇处西北角

淮北市相山路与南黎路交口东北角

淮北市人民路 251 号

淮北市相山区龙山路 207 号

淮北市相山区南湖路 201 天赐良园 24 幢 101 号

淮北市相山区相东街道长山北路北端东侧 1#101 号

淮北市淮海路万金时代

淮北市淮海路

淮北市相山区慢城北门

淮北市相山区澜墅颐景 25 栋

淮北市相山区黎苑路 52 号（相南街道办事处楼下）

淮北市鹰山路与惠民路交叉口盉街美食商业街 1 号楼 3 楼

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南湖路 85 号万达广场 4F4027/4028 号

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南湖路淮北万达广场 4 楼 4002-4005 号

淮北市相山路 155 号

淮北市淮海路

淮北市相山区桂苑路南侧学友家园

淮北市相山区凤凰山路濉河花园小区服务楼一楼

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南湖路 85 号淮北万达广场四楼 4052-4053 号

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南湖路 85 号万达广场 4F4061B/4062 号

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南湖路 85 号万达广场 4F4068B 号

淮北市相山区华松时代南区北门

淮北市相山区相西街道鹰山中路

淮北市相山区鹰山北路 85 号怡和佳园小区 11#102-104、201 号

淮北市相山区安邦财富中心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相西街道淮海路 158 号

··广告广告··

·广告·

招聘岗位：星辰管培生；专业英才；科技菁英；客户经理；客服经理。

招聘范围：面向境内、境外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为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

招聘网址：https://job.icbc.com.cn 联系电话：0561-3955911

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8日至2022年10月14日

中国工商银行淮北分行
2023年度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