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請即發佈

「利東街」新春呈獻「利東街 x 愛同行」農曆新年禮盒
虎年之始以愛心傳遞摯親
新春消費獎賞及矚目新店進駐 盡享迎春喜悅優惠

圖 片 下 載 ： https://bit.ly/
【香港 - 2022 年 1 月 26 日】送牛迎虎，每年中國最重要的節慶日子新春將至，辦年貨、跟親朋
好友拜年，為新一年祝願，萬事如意。想再進一步感受新春氣氛，兼同親友摯愛打卡拍照，灣仔
「利東街」必然為好選擇，更同時可滿足吃喝、購物消費。今年「利東街」為迎接虎年，將 888
個大紅燈籠掛滿整條林蔭大道每一個角落，好意頭又充滿新春氣氛，極具新年傳統特色！「利東
街」為將溫暖傳送給更多人，及為各位顧客帶來送禮的好選擇，首次跟推廣多元文化教育的社會
企業愛同行（WEDO GLOBAL）合作，推出「利東街 x 愛同行」農曆新年禮盒，當中禮品由利東
街、利東街商戶、愛同行以及網上禮物購物平台 Prezitt 合作商戶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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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盒經由愛同行網頁 https://wedoglobal.boutir.com/ 或網上禮物購物平台 Prezitt 網站
https://prezitt.com/ 由即日起至 31 日作限量發售，將心意帶給親友之餘，更可以為慈善出一分
力，此禮盒的所有收益扣除運輸成本後將全數撥捐愛同行基金會以支持其社會工作，促進本地多
元文化發展。
「利東街 x 愛同行」農曆新年禮盒禮品包括：
．利東街 2022 年限量版利是封套裝 （一套 10 個）
．愛同行 別注版 We Mask Cover 可重用口罩（1 個）
．功夫茶舍懷舊普洱茶（150 克 1 罐）
．山手作開心果紅莓鳥結酥及陳皮杏仁鳥結酥（120 克各 4 塊）
．Flo Jewellery 口罩鏈（1 條）
．CookieBoy 手作曲奇餅*（45 克共 3 塊，口味包括提子燕麥、牛油花生醬及宇治抹茶各一）*

禮盒售價：HK$368
所有收益在扣除成本後將全數撥捐至愛同行（WEDO GLOBAL）基金會。
送貨資料：
禮盒價錢已包括送貨上門運費
送貨日期為 26/1/2022 至 31/1/2022
【商品退換貨】
基於衛生理由，禮盒不設退換。
可重用口罩為手工製作，每個都獨一無二，因此顏色，圖案和呎吋都略有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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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有關可重用口罩：
．非醫療用途
．使用前請先清洗
．建議配合外科口罩或適當的濾芯一起使用
．此產品不包含醫療口罩或濾芯
*CookieBoy 手作曲奇餅有效食用日期為 7/2/2022 或 9/2/2022。

限量利是封及優惠券消費獎賞

利東街今個新年帶來繽紛的利是套裝（一套 10 個），以中國水墨風燙金配上七彩新春圖案，包
括雀鳥、花及魚等，再加上吉利的祝福賀語，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十封利是拼起來更顯示了
「利東街」的字樣，別具心意。由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500 (最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據)，即可換領限量利是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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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200
(最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據)，即可換領 HK$50 餐飲現金折扣券一張。由
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1,000 (最
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據)，即換領 HK$50 餐飲及 HK$50 購物現金折扣券
各一張，讓大家與親友歡度新春。

消費金額

獎賞

換領日期

HK$200

HK$50 餐飲現金折扣券一

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

張（最多可獲 25%回贈）

HK$500

利東街 2022 年限量版利是

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

封套裝 （一套 10 個）

HK$1,000

HK$50 餐飲及 HK$50 購物

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

現金折扣券一張（最多可獲
25%回贈）

人氣矚目新店進駐「利東街」

不時引入高質人氣店「利東街」虎年到來有多家新店進駐，包括即將開幕的著名西餐廳 Dan
Ryan's Chicago Grill 、75 年歷史老字號新意回歸的永華日常、英藉米芝蓮名廚主理的主理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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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麵包店兼酒吧 The Baker & The Bottleman、本地精心製造酥糖品牌山手作、巴黎奢華珠寶品
牌 Sharon I、日本人氣 no.1 燒肉放題店牛角 Buffet、新派亞洲 Fusion 餐廳 Cooshti、美國高質
音響品牌 Bose 的 Pop-Up 店及 Luxury Lifestyle Awards 2021 得獎巴黎珠寶品牌 Sharon-I，新
一年想跟親朋好友共聚，或是購入心水禮品，利東街選擇之多必能迎合你要求。

「虎年起始．燈籠迎新春」
日期：

2022.1.15-2022.2.28

時間：

中午 12 時至晚上 10 時（5 時 30 分亮燈）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888 個大紅燈籠裝飾掛滿整條林蔭大道每一個角落，充滿新春氣氛，極具新
年傳統特色的打卡熱點。
「利東街」慈善新春禮盒發售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1. 31

網站：

愛同行網頁 https://wedoglobal.boutir.com/或網上禮物購物平台 Prezitt
https://prezitt.com/

售價：

HK$368
限量利是封及商戶優惠券消費獎賞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1.31（利是封套裝）、即日起至 2022.2.28 (現金折扣券)

時間：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

利東街地庫一樓客戶服務中心

活動內容：

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500 (最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
據)，即可換領限量利是封一套。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200 (最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據)，即獲贈 HK$50 餐飲現金折扣券。於
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 HK$1000 (最多可用 3 張不同商戶收
據)，即獲贈 HK$50 餐飲及 HK$50 購物現金折扣券各一張。

*更多詳情請瀏覽利東街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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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矚目新店進駐「利東街」
商戶名稱

店鋪位置

商戶特色

Dan Ryan's

G40

香港首間 Dan Ryan's

Chicago Grill

參考相片

餐廳於 1989 年開
幕，為香港食客提供
最正宗、經典而與時
並進的美式美食。利
東街新店是品牌首間
樓高兩層的分店，食
客能夠悠然坐在灣仔
區最酷的戶外露台餐
區，毗鄰街區市景，
在大窗戶下望著繁忙
街道和熙來攘往的行
人，用餐氣氛輕鬆舒
適，容易令人沉醉之
中。

永華日常

G22-23

一日之計在於晨，永
華日常希望透過擁有
超過 75 年歷史的秘製
湯底喚醒每位香港
人。永華日常全天候
提供各種佳餚美饌及
賓至如歸的悠閒環
境，誠心款待客人。
各位可於繁忙生活中
感受到只屬於永華日
常與你的小故事。

The Baker &
The Bottleman

G14-15

由榮獲米芝蓮一星的
英國大廚 Roganic 主
理。麵包店樓高兩
層，裝潢以藍啡為
主，充滿英倫風。日
間為麵包店；晚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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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成為天然葡萄酒
吧。Simon Rogan 及
其烘焙團隊，堅持採
用百年傳統烘焙技
術，每日新鮮即製英
國傳統手工風味麵包
糕點
山手作

G09-10

「山手作」品牌成立
於 2016 年，現時熱
賣產品堅果酥糖、鳥
結酥及曲奇餅等逾二
十款產品均為「香港
製造」。嚴選世界各
地優質食材，部分更
選用本地農作物，配
以自家低溫烘焙的技
術製作，打破傳統高
糖﹑高油﹑高脂污
名，保留了食材原有
營養及香氣，美味可
口。

Sharon I

B41

來自巴黎的得獎高級
珠寶品牌 Sharon I，
一直專注於高端設計
並設有高級專門訂製
服務，藉由作品展現
獨特個人風格。

牛角 Buffet

G32 &

牛角是享譽全球的日

F30A

本 Number 1 人氣燒
肉店，共擁有超過
700 家餐廳。牛角提
供了日本燒肉的真正
體驗，選用優質及上
等的新鮮食材以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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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對品質有要求的
顧客。

Cooshti

G35A &

Oolaa Group 集團旗

F35A

下新派亞洲 Fusion 餐
廳 Cooshti，以舒適
輕鬆的環境和氣氛，
顧客為先的殷服務，
耳目一新的美食佳
餚，為顧客帶來不一
樣的餐飲體驗。

Bose (Pop-Up)

G35

Bose Corporation 於
1964 年由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 Amar G. Bose
博士所創立。Bose 產
品的先進性跨越了不
同年代和行業，透過
創造性思維和革新能
力帶來前所未有的高
質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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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利東街」
「利東街」為香港帶來約 200 米的林蔭步行街體驗，兩旁露天茶座、品味餐廳以及本地和外國特
色潮流品牌林立，中西薈萃；兼享市區四通八達之便和社區左鄰右里之情，為傳統灣仔街道注入
新活力，是灣仔熱點之一。
「利東街」自開幕以來備受各界好評，榮獲多個行內頂尖的獎項，包 括：市務業界權威
雜誌 Marketing Magazine 主辦的年度 Marketing Event Award 2020 「 Best Media
Event 」
金獎 、 「 Best Use of Venue 」 金獎 及 「 Best Ev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金獎 、Loyalty & Engagement Award 2020 「 Best Us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金獎 、
國際購物中心協會主辦的 2019 年 ICSC 中國購物中心及零售商大獎「 Sales Marketing &
Event 」金獎等。
「利東街」網站：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
追蹤「利東街」 Instagram: @leetungavenue
#leetungavenue #LTACNY2022
關於 WED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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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 GLOBAL (愛同行) 是一間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的社會企業。透過設計和安排多元文化工作
坊、社區探索導賞團和社會創新的培訓活動，主題包括多元共融、設計思考等，促進參加者對不
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擴闊國際視野。
疫情下，我們培訓了一眾基層南亞婦女成為《車縫大使》，透過本地設計和生產富有文化特色的
產品，連結在香港不同族裔及文化背景的持份者，建立一個支持多元文化和共融的社會。

此新聞稿由Oasis Brand Commun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OBC) 代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發
放。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陳慧懿 (Christine Chan)

Jackie Lau

電話：(852) 9452 6682

電話：(852) 9755 5567

電郵：christinechan@oasisbrand.com

電郵：jackielau@oasisbr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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