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行、跳跃、旋转、托举……绚丽的

灯光、优美的动作、精致的造型，这一切

都在冰上完美演绎———近日由安利雅

姿独家冠名赞助的2014冰上雅姿盛典

在北京绚丽开幕。

2014冰上雅姿盛典以 “LOVE� IS�

LIFE爱一世”为主题，由安利雅姿独

家冠名赞助，“分手大师”邓超与赵宏

博组成搭档，演唱另类版本的《让我

一次爱个够》。 而新加坡才女、《中国

好歌曲》导师蔡健雅也深情献唱 《十

万毫升泪水》，同时混搭花滑表演，带

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演绎。而“冰

上Lady� GaGa”搭档张昊演绎电影《霸

王别姬》的经典主题曲《当爱已成往

事》， 将中国的音乐元素和艺术风格

发挥得淋漓尽致， 完美的表演征服全

场， 成为此次冰上雅姿盛典最受欢迎

的节目之一。

安利雅姿品牌副总监钟念杳表示，

五年中，雅姿品牌努力向“冰上雅姿”注

入更多的时尚、娱乐元素，力邀了时尚教

母莎拉·杰西卡·帕克等好莱坞巨星加

入， 让花滑从一种专业的冰雪运动变成

结合音乐、 戏剧等的具有大众观赏性的

艺术形式。 冰雪运动将成为一种大众艺

术走近更多人。

成都商报记者 李颖晖

近日， 华润置地商业地产战略暨

深圳区域产品发布会在华润深圳湾体

育中心海之门广场隆重举行， 华润置

地宣布将致力成为 “中国商业地产领

导者”的商业地产战略目标，这是华润

置地值深圳万象城迎来开业第十个年

头， 首次正式向外界发布其全国商业

战略布局。

华润置地董事长吴向东致欢迎辞

时强调，华润置地从中国最年轻的城市

起步，十年吐故纳新，目前已在全国多

个城市建立万象城，用“品牌、品质、品

位”诠释当代最美好的生活。

华润置地地产、商业项目众多，其

中，万象城作为华润置地重点打造的高

端商业产品线，以“一站式”的消费体

验， 迅速成为极具示范效应的购物中

心。2004年12月9日，深圳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购物中心———深圳华润万象城开

业，刷新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也

实现了深圳人对品质生活的梦想。自深

圳万象城开业至今，华润置地通过积极

探索，已将万象城成功复制到全国22个

城市。2012年，成都万象城开业，开业首

日销售额接近400万元， 开业初期平均

每日进客流量即超过10万人次。

在全国复制以“万象城”为主力

品牌和主导产品的城市综合体的同

时， 华润置地还通过积极探索和不断

创新，逐步发展出万象城、万象汇（五

彩城）和1234space三条各具特色的商

业产品线， 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

需求。万象汇（五彩城）系列作为华润

置地发展出的第二条商业产品系列，

定位为区域商业中心；1234space则将

万象城的高品质概念与轻奢的潮人的

时尚理念有机结合。

华润置地总裁唐勇表示，2014年是

华润置地商业地产加速发展的一年，而

2015年和2016年将有更多商业项目面

世。 按照目前的战略布局和开发速度，

2017年和2018年，华润置地将迎来商业

项目开业的高峰期。

成都商报记者 黄漫丽

近日，保湿专家兰芝于北京举办了“慧

理水， 至莹润———兰芝新水酷系列发布”活

动，开启了基因保湿新时代，帮助更多亚洲

女性拥有水润美丽的健康肌肤。而最让人激

动的还是兰芝品牌代言人宋慧乔小姐的惊

艳分享！

活动中，宋慧乔演绎的全新广告片活力首

映。作为代言人，宋慧乔与兰芝品牌高层一起

揭幕了全线升级的新水酷系列产品，将这场水

润飨宴的气氛推向巅峰。宋慧乔2008年凭借白

皙水润的肌肤成为兰芝的品牌代言人，其健康

活力的形象完美传递了兰芝的品牌内涵。

拥有完美肌肤的宋慧乔对于护肤也有着自

己独特的见解。水酷系列一直是她钟爱的保湿产

品，这一次升级的新水酷系列极易吸收，可以帮

助增强肌肤自身的保湿力，让她一天都能保持水

润的完美肌肤。新水酷系列产品更提出了全新的

肌肤理水概念：针对亚洲女性脆弱容易干燥的肌

肤特质，采用第七代“微离子矿物水”，配合基因

保湿

TM

科技，迅速渗透肌肤深层，激活肌肤自身的

保湿基因，注入保湿能量，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女

性天生缺水的肌肤。

（黄凯）

为庆祝新进程大众进口汽车开业 “双年

庆”，8月8日～10日，新进程进口大众开展为期

三天的全系车型“千人购车惠”活动。凡活动

期间到位于锦江大道高威体育公园对面新进

程大众进口汽车旗舰店签约的顾客，均可享受

大众进口汽车全系最高7.48万元的让利优惠。

新进程已全面进入“车展模式”，保证全系车

型最高优惠，就算是在成都国际车展，你都不

可能买到比这更低价的车了。

同时，“千人购车惠”期间，新进程大众

进口汽车还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到店礼、 精彩

的游戏活动等待你的到来。活动期间，特推出

“寻找你最重量级的朋友”活动，凡现场购车

的顾客均可带任何一名你最“重量级”的朋

友到店称重。 称出来多少斤， 就送多少升油

卡！活动仅限三天，油卡送完即止。

活动期间，新进程还会送出九重大礼，包

括： 到店就有机会获得拉卡拉移动刷卡器；试

驾任意车型可以获得电影票两张；现场订车就

送大众原厂儿童座椅一个； 全系车型尊享0利

息金融方案，轻松享有梦想座驾；预存第二年

保费可送等额维修保养基金； 购车还送千元

维修保养基金；带天窗车型可免费贴天窗膜。

另外，还有升级后的夏日出游装备免费送，包

括车窗抬头显示器、固特异轮胎充气泵、野外

郊游漂流皮划艇等好礼。另外，本次新进程与

成都商报深度合作， 凡通过成都商报热线电话、

买车帮微信平台报名购买进口大众的客户，或到

新进程扫描“买车帮”微信二维码，均可在优惠

价基础之上，再享受新进程提供的特别优惠（仅

限100辆，先到先得）。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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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近日，2014年“BMW� M赛道体验

日” 西区分站赛在成都国际赛车场完

美收官。今年的M赛道体验日不仅提供

BMW�M高性能顶级车型体验的项目，

包 括 BMW� M5、BMW� M6、BMW�

X5M和BMW� X6M极致试驾， 更融入

了符合M乐趣的互动游戏。M车主和车

迷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的7名分站赛冠

军将获得2015年挑战纽博格林传奇赛

道的机会。

2014年，M家族不断给车迷带来

惊喜，全新BMW� M3四门轿车和全新

BMW� M4双门轿跑车也已于5月31日

开始预售。全新BMW� M3四门轿车预

售价格为100万元， 全新BMW� M4双

门轿跑车预售价格为105万元。两款新

车型搭载全新的3.0升高转速直列6缸

发动机， 搭配M� TwinPower� Turbo双

涡轮增压技术，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17

千瓦，最大扭矩为550牛·米，扭矩与前

代车型相比提升了近40%， 而油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却降低了约25%。装

备7速M双离合自动变速箱，从静止加

速至100公里/小时仅需4.1秒。两款车

型严格贯彻智能轻量化设计， 采用了

增强型碳纤维车顶， 底盘和众多车身

部件也应用增强型碳纤维和铝材，完

美兼具日常实用性与赛道驾驶性能。

（刘爱妮）

成都商报读者享车展优惠价

新进程车展模式提前开启

■

甲壳虫

R

系列

高性能版：

原价32.28万，新进

程车展价24.8万元，优惠7.48万！成都商

报读者到店更享员工内部价。

甲壳虫R-Line是在甲壳虫车1.4TSI车

型的基础上， 配备独有的18寸铝合金轮圈，

同时搭配运用了与车身同色的运动型前后

保险杠、侧裙边，及带有“R-Line”徽标的

铝质门槛条。内饰方面，R-Line配备了专属

运动座椅和饰有“R-Line”徽标的头。另外

甲壳虫R-Line的真皮方向盘同样带有

R-Line徽标， 在方向盘下方搭配了可平视

多功能运动仪表组（油温表、计时码表及涡

轮增压表等）。

■

进口

Tiguan 2014

越野型：

原价36.6万

元，一口价32.8万元，优惠3.8万元。

进口Tiguan具有28°的接近角，24°的

离去角，越野性能超越同价位诸多竞品车型。

同时，德国原厂进口品质的2.0TSI+DSG的黄

金动力配置也在性能及稳定性上更胜一筹。

■

尚酷

GTS

：

原价25.8万元，新进程车展

价21.98万元，优惠3.82万元。

素有“性能小钢炮”之称的个性车型尚

酷终于迎来了GTS版。 该版本在原来的1.4T

车型基础之上， 加装了更多凸显特性的配置

和装饰，让你的爱车更拉风。

■

途锐舒适型（带空气悬挂）：

原价81.8

万元，车展价77.8万元，优惠4万元。

七夕节，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情侣套

餐及爱侣专享，为大家带去节日的甜蜜

礼遇。 而上海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则

以为年轻爱侣量身打造的精品家轿新

爱唯欧，携手百合网在成都凯德广场发

起2场“超级闪约”活动———以“快速

约会、闪电约会”的方式，为单身男女

打造“结缘”平台，吸引了约600位期待

七夕“放手去爱”的单身年轻人参与。

同时，新爱唯欧七夕“超级闪约”还同

步在青岛、郑州两地举行，总体规模逾

1800人。

活动现场，4辆雪佛兰新爱唯欧颇

为抢眼，精致大气的设计彰显着轻松易

驾的优异性能。陌生男女们通过车内寻

宝、展车问答、车主秀等“闪约”任务，

迅速打破了初识的紧张。 紧接着，“放

手去生活” 环节精彩上演———在限定

的2分钟里，男女4人须在爱唯欧车内完

成一圈的位置轮换。过程中，参与者们

手脚并用，你拉我拽，在体验新爱唯欧

宽适空间的同时，也在肢体接触中慢慢

升华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成都商报记者 刘丽娜

雪佛兰爱唯欧七夕“闪约”活动落幕

7月23日，“心驰驭美”2014捷豹

F-TYPE Coupé试驾在珠海开启。全长

4.3千米的珠海国际赛车场， 拥有两条

分别为500米、900米的大直道以及极具

挑战性的高速弯和掉头弯。 试驾的是

F-TYPE R Coupé，550匹马力的功

率，680牛·米的扭矩，最高时速达300公

里， 这些数字光听到就让人血脉贲张。

启动5.0升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 静逸

的车辆仿佛换了脾气，在不限速的路面

上一触即发：4.2秒，已加速到100公里/

小时。 第二代电子动态差速器（EAD）

和扭矩矢量分配制动系统互相补充，帮

助车辆更精确地过弯。驾驶着这辆“R

性能车系巅峰之作”之时，你也不会忘

记F-TYPE Coupé的刚劲铁骨，捷豹首

次采用的AC600铝板，让它以33000牛·

米/度的抗扭刚度成为捷豹有史以来抗

扭性能最佳的车型。

在超过100公里的公路试驾中，轮

到捷豹F-TYPE S Coupé登场，3.0升

V6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提供380马力

的最大功率和460牛·米的最大扭矩，车

辆在4.9秒时间内完成百公里加速，最

高时速为275公里。经过重新调校的8速

自动变速箱以Quickshift之名与发动机

配合得天衣无缝。

（刘爱妮）

“心驰驭美”

试驾捷豹F-TYPE Coupé

“2014� BMW�M赛道体验日”

成都站完美收官

20秒点燃浪漫火花， 这个奇迹就诞生在

308CC敞篷跑车身上! 是不是很后悔在浪漫七

夕情人节，没来得及给爱人一个超大惊喜，现在

明嘉进口标致十周年庆典， 就给你这个绝佳的

特卖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

据悉，此次明嘉进口标致十周年庆典之际，

特推出6台限量版的新款308CC敞篷跑车，成都

商报读者独家享受全川最低价特惠，最高8折限

时抢购：308CC豪华型原价351400元， 现价28

万，时尚型原价323100元，现价25万，最高优惠

超20%，心动不如激动，赶快到眀嘉进口标致销

售中心报名免费试驾吧！

新款308CC搭载1.6L涡轮增压发动机+6速

手自一体变速器动力组合， 全新调校的发动机

采用双涡轮增压、 汽油直喷及正时可变气门技

术，最大功率120KW/6000RPM，与6速手自一

体变速器结合， 达到高性能的同时实现更低油

耗，其排放标准也由原来的欧四升级为欧五。同

时，全自动折叠硬顶是308CC最大亮点之一，仅

需20秒就从一台轿车变身为敞篷跑车， 仅需20

秒就可以让你华丽转身！

此外， 原装进口高性能四驱SUV———进口

标致4008本报读者还有专享价，限时特卖销售，

最高20000元现金优惠！四驱时尚型原价239800

元，现价219800元，按揭购车不到10万就可以轻

松买辆SUV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原装进口敞篷跑车 标致308CC

原装进口SUV� � � � � �标致4008

全川最低价 25万买原装进口敞篷跑车308CC

成都商报砍价团特价车：

美妆福袋

快来关注

成都商报砍价团特价车：

甲壳虫R-Line

进口Tiguan

尚酷GTS

途锐舒适型

STEP1�转发由@成都商报时尚商业 新浪微博在今天下午会发出的福袋征集微博，并@三位好友。

STEP2�将自己的妆品照片组图（加上自己的照片最好）发微博@成都商报时尚商业或私信给我们。

STEP3�试用感受一定记得和我们分享哦！便于后续有机会参加更多的活动。PS：四川地区读者优先。

在最热的夏天， 成都商报美妆福

袋再次回归！本次仍然是

5

份来自各个

品牌的中样和小样集合， 兰蔻甚至给

出了绿根源的正装产品， 还有薇姿送

出的可爱

spa box

，一定会让你幸福感

爆棚。

兰蔻融合红景天、 龙胆

属、野生山药珍贵的根部提取

物于根源补养美容液中，实现

配方的精纯功效。美容液如琼

浆般可即时渗入肌肤，即刻扫

去疲倦，为肌肤注入非凡的绿

色能量。

福袋

产品

100%不含酒精配方﹐敏感

肌肤也可使用，蕴含珍贵活性

成分恢复肌肤水润状态。内含

水解大豆蛋白， 提供肌肤营

养，净化肌肤，疏通肌肤吸收

通道，平滑肤质，呈现肌肤细

腻状态；天然薄荷萃取物能镇

定肌肤， 清除肌肤污染物，消

除肌肤炎症。

内含薇姿SPA保湿晚安面膜2ml×2，薇

姿润泉舒缓喷雾 50ml， 薇姿水循环精华

1.5ml×2，薇姿焕白精华乳1.5ml×2，薇姿10

号魔法液1.5ml×2。

薇姿相信肌肤在舒缓放松时， 吸收力也

会随之提升， 为后续吸取各类保养精华做好

准备；在卓效修护后，保养精华更能被深深锁

住，使整体保养功效倍升。无论是保湿的水循

环精华，还是美白的焕白精华乳，或者是卓效

抗老的薇姿10号魔法液，搭配SPA保湿晚安面

膜，都能让护肤功效加倍。

理肤泉特安洁面泡沫

理肤泉特安舒护润肤水

理肤泉特安舒缓修复霜

理肤泉每日隔离透润遮瑕乳液

SPF30+PPD18（PA+++）

科颜氏亚马逊白泥净致面膜能有效帮助肌肤

排毒、净化毛孔、深层清洁，改善多余油脂分泌的

神奇面膜，使用后肌肤呈现出细腻、平滑及洁净。

内含亚马逊白泥、翠叶芦荟萃取、皂土、燕麦粉等

高效肌肤净致成分，适用于所有肤质。

（李颖晖）

参与

规则

幽兰美肤爽肤水

RMB400/250ml

(福袋装为50ml)

薇姿SPA� BOX

兰蔻根源补养美容液

RMB520/200ml

理肤泉特安之夏小套装

（福袋装为小样）

科颜氏亚马逊白泥净致面膜

RMB280/125ml

（福袋装为3ml×4)

兰芝携手宋慧乔 展现极致水嫩东方美人

华润置地

首次正式发布全国商业地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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