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羁绊于工作的忙碌、宝宝
的依赖，罗女士与李先生已经
有许久没有体会过旅行的浪
漫了。今年国庆，他们决定换
个“姿势”，搭乘爱情包机，飞
往异国海岛，在碧海白沙中，
重拾专属于两人的甜蜜时
光。而这样的决定，正是有了

“红花郎·幸福2017（四川站）”
的助兴。

5月20日，郎酒股份红花
郎联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打造的“红花郎·幸福2017（四
川站）”大型活动盛大启幕。
在这个“超长待机”的国庆，红
花郎将为你们爱情买单，向
100对新人送出包机游普吉的
爱情专属体验，倾情祝贺。

百对恋人，百分幸福，这
将是一次满载甜蜜的爱情之
旅。包机的专属，满满的幸
福，这大概就是爱情该有的样
子。瞧，海边的躺椅已经伸
展，水下的珊瑚已穿好彩装。
萨瓦迪卡！幸运儿们，泰国等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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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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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情祝福
百份幸运国庆送出

有人说，普吉岛是泰国南部的
世外桃源，恰似一颗椭圆的珍珠，散
落在安达曼海中。

在这里，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椰
树，刻画着阳光的偏爱；一朵朵活泼
奔放的浪花，洋溢着自在的洒脱；一
只只意欲出发的木船，展示着破浪
的尽兴……走入普吉，热情仿佛能
自动开启，火花好似能自然擦出，而
爱情，又像是可以随时升温。

期待这样的画面，有你们在。
希望有情人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静
一静，收获一段难忘的回忆，“红花
郎·幸福2017”活动早已准备着，为
200对有情之人祝福，送去浪漫的包
机普吉游。恰逢国庆大假，“红花
郎·幸福2017”听到了都市男女们的
旅游心愿，决定先“相中”100对恋
人，发出第一波祝福。

为爱情抽奖
百对幸运者圆满确定

9月1日，在公证处的见证下，活
动组委会抽出了100对包机游普吉
的幸运者。他们将可以在国庆期
间，乘坐郎酒股份红花郎包机，到美
丽的普吉度过浪漫的爱情之旅。据
了解，“红花郎·幸福2017”活动第一
次包机游普吉的幸运儿，在今年购
买红花郎酒作为婚宴用酒的消费者
中抽奖产生。凡是在“幸福喜报”上
刊登的新人均有两次抽奖机会。在
这抽出的百对恋人中，有部分新人
正在筹备婚宴，有部分恋人将假期
奉献给了工作，他们十分遗憾地表
示，将放弃这次甜蜜之旅。

经多次确认，在第一批抽取的包
机游普吉的红花郎消费者中，有47对
新人由于时间、身体等诸多因素，放
弃了此次大奖。为了最大限度地回
馈消费者，9月12日，在公证处的全程

见证下，“红花郎·幸福2017”活动组
委会重新抽取了47对幸运新人。

至此，旅行名单已经敲定，甜蜜
之旅，即将启程！值得注意的是，此
次抽奖名单全部来源于6至8月的

“幸福榜单”刊登的婚宴新人。这就
意味着，“幸福榜单”上刊登名单的
新人们获得了两次抽奖机会。如果
今年结婚的新人们还想在年底免费
包机游普吉，一定要抓住登上“幸福
榜单”的机会哟。

为夫妻助兴
爱情之旅营造新鲜

“真是惊喜之中的惊喜！”中奖
者罗女士告诉记者，她早就想和老
公再次出游了，这次中奖，更让她下
定决心。

罗女士和老公李先生已经结婚
2年。在此前，他们曾经相伴，抵达
了四川多地，看过了许多风光，近年
来，由于工作繁忙，已经很少出游。
罗女士说，那些旅途经历，是两人美
好的回忆。她记得，在黄龙溪，他们
尽情享受着古镇的夜景；在毕棚沟，
他们穿梭在高山草甸中……她认

为，旅游，可以让朝夕相处的夫妻找
回新鲜感。

“我们还没有去过普吉，这次中
奖，十分高兴！”罗女士说，她期待着
这趟旅行，期待着在沙滩上，享受久
违的两人时光。

为新人喝彩
一份恰好的生日礼

“10月6日正是我老婆的生日！”
余先生称，他在今年5月刚刚与曾女
士结婚，正打算今年好好给她过一
次而立之年生日宴会，或者带她到
一个有趣的地方玩玩，正在纠结，不
想意外中奖。

“看来，红花郎已经帮我们做好
了决定。”余先生说，他会好好珍惜
这个向新婚妻子献礼的机会，给她
一次难忘的经历。

瞧，海边的躺椅已经伸展，等待
着情侣们靠上，相视一笑；看，水下
的珊瑚已穿好彩装，期待着你们潜
入海中，向它招手。愿你们在寸寸
阳光下的鼓舞下，说出平日难以开
口的浪漫情话；在碧海白沙的助兴
下，来一次只有彼此的紧紧拥抱！

百分圆满 百对恋人名单确定
红花郎包机游普吉即将启程！

自从“红花郎·幸福2017（四
川站）”启幕以来，参与“十大最美
新娘”的报名热线不断。

作为本次活动的三大重磅之
一，“四川十大最美新娘”评选将
由大众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各赛
区入围新人票数最多的前十名，
可获得郎酒·红花郎提供的1.65L
价值1980元的专属版大瓶红花
郎酒，并参加“四川十大最美新
娘”终极评选。在终极评选中获
得前十名的“幸运儿”，可获得双
人双飞马尔代夫旅游大奖。

7月7日起，“红花郎·幸福
2017（四川站）”活动“最美新娘”

评选大赛开始投票，期待您能投
出宝贵的一票，为您心中的“最
美”点赞。

您只需扫描红花郎十全十美
大赛二维码或登录封面新闻APP
（进入封蜜CLUB）找到活动页面
即可参加，也可以通过华西都市
报官方微信、红花郎官方微信找
到活动页面入口。

特别说明
每个ID每天每个比赛限投5

票（可投给同一参赛对象，也可投
给不同参赛对象），禁止刷票。一
旦发现有刷票行为，组委会有权
取消其参赛资格。

“最美新娘”评选火热继续
打动您，就请投票吧

周晓芳·罗 勇
梁 鑫·陈 颖
蒋 婷·王一帆
殷 馨·熊自寒
扬薛妃·翁 宇
陈仁洁·陈 建
颜 勤·饶 科
黄剑波·贺靖舒
雷 静·游松凡
江 俊·吴 强
彭小双·邹 峰
白 灿·邓 彪
陈可欣·刘亮宇
余 曼·陈 亮
谢 欣·曾骄阳
苏 霖·刘源远

黄倩茹·代 勇
刘 湘·李 冬
郑 丽·杨 涛
杨梦诗·谢 峰
熊婧雅·张 祥
兰 俊·罗 款
胡文豪·潘玉萍
邓 杰·张 莹
朱 波·李 燕
吴林芝·余 洋
曾银雪·沈序磊
何佛容·苏泽瑞
邓莎林·黄旭春
商 炜·饶 莉
江妮燕·崔亚磊
谭四维·夏 佳

金 岚·曾星运
周朝敏·徐 驰
申玉菡·蒋 旭
候志良·张 霞
谢梦娜·王 伟
方 维·游旭涛
朱砚秋·周家逸
宁红利·陈 兵
王 婧·汪 翔
苏研夏·袁 涛
李 卿·周 林
骆玥蓓·王 鑫
袁薪宇·王崇宇
徐人吉·杜 维
徐 睿·刘 茜

国庆普吉包机游补抽中奖名单

中奖者罗女士和李先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图由受访者提供

红花郎·幸福2017组委会

红花郎·幸福2017祝贺喜报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成都地区：

姜越 董雷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倪小琴 曹金豆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张丁文 赵琛 2017-09-09（恭贺单位：青白江郎茅五剑恭贺）
黄世坤 李敏 2017-09-02（恭贺单位：锦江区金铭超市）
李卉 陈鑫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市厨乐斋贸易有限公司）
曾妮 张毅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胡芮 罗昊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何欣函 刘明 2017-09-03（恭贺单位：绵阳伍壹玖电子商务连锁有限公司）
黄悦 朱天雷 2017-09-02（恭贺单位：金堂县金锦瑞商贸部）
刘亚玲 吴栋泉 2017-09-08（恭贺单位：四川内江甜城糖酒有限公司糖酒分公司）

内江地区：
喻为 周旭 2017-09-09（恭贺单位：隆昌县金东盛食品经营部）
李净 杨葛颖昌 2017-09-02（恭贺单位：威远县昀萱酒业经营部）

乐山地区：
孙一桐 陈煜媛 2017-09-10（恭贺单位：乐山市市中区紫艺食品商行）
曹怡 王知飞 2017-09-09（恭贺单位：乐山源泉贸易有限公司）

广汉地区：
周颖 张诗尧 2017-09-03（恭贺单位：广汉力势新烟酒批发）

泸州地区：
赵丽 李明 2017-09-06（恭贺单位：泸州市龙马潭区陶锐酒类批发部）

生日快乐·福运吉祥
成都地区：

罗关水 2017-09-10（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廖赖红 2017-09-03（恭贺单位：龙泉驿区龙泉街办明东酒行）
张晓龙 2017-09-03（恭贺单位：青羊区一言九鼎酒水经营部）
陈祉霖 2017-09-09（恭贺单位：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余庆副食品店）
郑辉 2017-09-09（恭贺单位：青白江闵琪超市恭贺）

彭州地区：
王翌檬 2017-09-09（恭贺单位：彭州市天彭镇王高清副食店东方酒业）

绵阳地区：
南萍 2017-09-09（恭贺单位：绵阳城区玲姐副食经营部）
江雯冉 2017-09-09（恭贺单位：绵阳市双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李兵 2017-09-09（恭贺单位：绵阳城区鑫荣酒业批发部）

广汉地区：
朱明星 2017-09-09（恭贺单位：广汉市兴兴旺酒类经营部）

广元地区：
李均修 2017-09-05（恭贺单位：广元市城区益丰商贸部）

内江地区：
陈跃荣 2017-09-06（恭贺单位：隆昌县金鹅镇鹅江食品经营部）
胡国军 2017-09-03（恭贺单位：富顺县吉安桥头烟酒行）
周维书 2017-09-02（恭贺单位：富顺县现代酒类经营部）
付君 2017-09-02（恭贺单位：富顺县伟业副食品店）

眉山地区：
田冲 2017-09-03（恭贺单位：眉山市东坡区名门之秀婚庆服务部）
陈丽 2017-09-06（恭贺人：眉山仁寿王汉东）

泸州地区：
万登明 2017-09-02（恭贺单位：泸州市龙马潭区兄弟酒水配送中心）

“红花郎·幸福2017喜报”每周三在《华西都市报》上刊
登，每个月抽取幸运者获得价值1980元的1.65L专属版大
红花郎酒，中奖率为10%。9月1日，在公证处的全程见证
下，“红花郎·幸福 2017”活动组委会抽取了 100 对幸运新
人，包机游普吉。经多次确认，有47对新人由于档期、身体
等诸多因素，放弃了此次大奖。为了最大限度地回馈消费
者，9月12日，在公证处的全程见证下，“红花郎·幸福2017”
活动组委会重新抽取了47对幸运新人。10月，这100对新
人将乘坐红花郎包机游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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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即可关注参加红花郎·
幸福2017活动，更有大奖等你拿！

生活中的重要时刻都有红花郎与您分享，感谢您选择
红花郎。祝您阖家幸福，神采飞扬！

(第十五期)

金榜题名·鱼跃龙门
成都地区：
李秋哲 2017-09-02（恭贺单位：成都市海泰商贸有限公司）
泸州地区：
曾婷 2017-09-02（恭贺单位：泸州江阳煌鑫商贸有限公司）
眉山地区：
黄燕 2017-09-08（恭贺人：眉山仁寿王汉东）

乔迁新居·万象更新
成都地区：
王帆 2017-09-09（恭贺单位：青白江郎茅五剑恭贺）
泸州地区：
陈松 2017-09-07（恭贺单位：泸州邓氏
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成都地区：
四川成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7-09-09（恭贺单位：成都九佳一商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