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之礼
享名品折上折及尊贵礼遇 

9.15 - 10.14

在客服中心出示秋之礼邀请函， 
即可获得含有特殊优惠的欢迎礼包

 下载邀请函

(参见下一页) 

店铺 参与活动的奥特莱斯 特殊优惠

Aigner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精选箱包享受8折优惠

Alberta Ferretti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精选商品享8折优惠

Amsterdam Diamond House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单颗钻戒享8折优惠

Armani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
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
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普
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即可享受8折优惠 

Armani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精选商品享受8折优惠

Armani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Belstaff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精选款式享8折优惠

Boggi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时尚卡折扣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Bogner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3件商品或消费满€249，即可享额外8折优惠

Bose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Brax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除基本款外，其他商品在奥莱价格基础上享额外8折优惠

Brooks Brothers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再享8折优惠

Bruno Banani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50立再享8折优惠

Calvin Klein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Calvin Klein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5折优惠

Camel Active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即享8折优惠

Camper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即享8折优惠 

Carlo Pazolini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鞋履或包袋即可获赠免费好礼

Cavalli Class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
斯,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Celebrity Brands (Kendall & Kyle, 
Jennifer Lopez, Celine Dion, Jessi-
ca Simpson, Gaudi)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即享8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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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s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双及以上鞋履享8折优惠

Clarks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双及以上鞋履享7折优惠 

Coccinelle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享8折优惠                           
消费满€300享7.5折优惠                           
消费满€400享7折优惠

Columbia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加币立减$20加币

Columbia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Crocs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双Baya系列鞋履只需€40

Ermenegildo Zegna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
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600即享8折优惠 

Eponymo (Roberto Cavalli,  
Moschino, Gianfranco Ferre)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Eye Q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Chloe, Salvatore Ferragamo和 MCM享8折优惠

Fiorelli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Fossil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
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
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除智能手表和特别款手表外，其他商品在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
惠，促销商品享额外9折优惠

Frey Wille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400即可获赠真丝围巾

Furla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
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
特莱斯,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
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Gant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80享7折优惠

Geox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
奥特莱斯,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
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普
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立减€30

Geox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加币立减$30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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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tt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除特价促销外，新季商品享8折优惠

Home & Cook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即享额外8折优惠

House & Travel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在Kipling, Porsche Design 和 Bric's购物满€100即享8折优惠

Hugo Boss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凡消费满€150即享9折优惠

Icebreaker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获赠保暖无檐帽 (消费满 $150 加币 )

Jack Wolfskin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第二件商品享8折优惠

Jimmy Choo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
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
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部分商品不参加活动

Juicy Couture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Karl Lagerfeld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
奥特莱斯,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
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萨
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
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Kipling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
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50享8.5折优惠                          
消费满€80享8折优惠                           
消费满€110享7折优惠

La Stella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珠宝系列享受8折优惠

Lacoste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两件polo衫仅需€109                        
购买两双鞋仅需€109

Lacoste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享8折优惠

Lacoste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Le Creuset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TNS系列30cm搅拌器或32cm炒锅，即享钳具组合5折优惠

Levi's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L'Occitane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80享8折优惠

Lolë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八折优惠 (消费满 $50 加币）

Loriblu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精选新品享8折优惠

Mammut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享8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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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rz München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件及以上商品享8折优惠

Michael Kors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获赠精美礼品（消费满 $350 加币）

Michael Kors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
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
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
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手袋和钱包享8折优惠

Montblanc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两条皮带，其中低价款可享7.5折优惠 
STAR系列所有腕表可享8折优惠 
买赠活动:购物满€300即可获赠皮质书签

Moschino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精选商品享受8折优惠

Nautica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Osprey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Paul Smith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Pinko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享8.5折优惠                         
消费满€300享8折优惠                           
消费满€500享7.5折优惠

Polo Ralph Lauren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
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
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3件及以上商品享8.5折优惠

Ports 1961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7.5折优惠

Printemps 普罗旺斯 Provence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Puma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除内衣及袜子外，其他商品在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Roberto Cavalli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
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
品奥特莱斯,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
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Salvatore Ferragamo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750享8折优惠

Samsonite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享8折优惠

Samsonite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享8.5折优惠  

Samsonite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获赠精美挎包 (消费满 $200 加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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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ite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享8折优惠

Samsonite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享8折优惠                          
消费满€300享7折优惠  

Sketchers 温哥华 Vancouver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双及以上鞋履享受7.5折优惠

Superdry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
品奥特莱斯

时尚卡折扣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Swarovski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20享8折优惠  

Swarovski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00立即可获赠施华洛世奇表盒

Swarovski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即可获赠精美礼品

Tag Heuer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Carrera Calibre WAS2112.BD0734: 现售€2125 
Carrera Calibre WAS2153.BD0734: 现售 €2475 
Link Calibre WAT2150.BB0953: 现售€2200

The Body Shop 潘多夫 Parndorf 名品奥特莱斯, 萨尔茨堡 Salzburg 名品奥特莱斯 茶树油系列                                   
购满3件商品享6.5折优惠                           
购满4件商品享6折优惠     
购满4件正价商品享5.5折优惠

The Bostonians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Timberland 柏林 Berlin 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 Neumünster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消费满€150享7折优惠    

Toms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

Tod's 鲁尔蒙德 Roermond 名品奥特莱斯 精选商品享7折优惠

Tommy Hilfiger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折优惠

Tommy Hilfiger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50享85折优惠    

Triumph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Trussardi 巴贝里诺 Barberino 名品奥特莱斯, 卡斯特罗马诺 Castel Romano 名品奥
特莱斯, 拉瑞吉亚 La Reggia 名品奥特莱斯, 诺文塔 Noventa di Piave 名品
奥特莱斯, 塞拉瓦莱 Serravalle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250享7折优惠

Trussardi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UGG 柴郡奥克斯 Cheshire Oaks 名品奥特莱斯, 约克 York 名品奥特莱斯 购买2件及以上商品即享8.5折优惠

Vilebrequin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奥莱价格基础上再享8.5折优惠

Watch Gallery 雅典 Athens 名品奥特莱斯 消费满€100享8折优惠

http://welink.hkmomall.com/web/mcarthurglen/invitation_wechat.php?utm_source=CN_brandoffer&utm_medium=e-invite&utm_campaign=WOA__CN_Brando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