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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菲尼迪

两款重磅新车全球首发

Q50L问世展现国产化首个成果 ESQ亮相进军高档紧凑型SUV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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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菲尼迪Q50L首发问世

本次成都车展，英菲尼迪Q50L无疑是英菲尼迪

展台的最大亮点。该车基于先期进口上市的“权威挑

战者” 英菲尼迪Q50� 2.0T国产升级， 车身加长

50mm，达到同级最长的4852mm，轴距加长48mm，达

到同级领先的2898mm。动力系统中，英菲尼迪首款

2.0升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成为核心，搭配7挡手

自一体变速箱，使英菲尼迪Q50L轻松实现性能与节

能的平衡。

同时，英菲尼迪最具代表性的高科技装备、全球

首创的线控转向DAS装备于英菲尼迪Q50L，使其在

车辆转向的精准度、舒适性、安全性以及个性定制自

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菲尼迪ESQ全球首秀

作为英菲尼迪进军高档紧凑型SUV细分市场的

全新力作， 英菲尼迪ESQ同样备受瞩目。 英菲尼迪

ESQ倾斜式的车顶线条以及流畅的侧窗造型， 展现

出轿跑车的运动特质，刚劲有力的18英寸超大轮毂，

又造就了SUV的厚重与力量。

英菲尼迪ESQ还有一颗率性的 “内心”，1.6升

涡轮增压发动机拥有DIG缸内直喷、 柔性燃烧控

制、 双CVTC进排气系统以及低摩擦化等众多先进

技术，最大功率高达147kW/6000rpm，峰值扭矩为

250N·m� /2400-4800rpm， 强劲动力堪比主流2.0T

发动机。

品牌产品双箭齐发

2014年， 英菲尼迪产品矩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扩张。与此同时，以“敢·爱”品牌传播概念为主线，

英菲尼迪持续推进本土化战略， 品牌建设取得了卓

越成效。近期，英菲尼迪首创跨行业“联合出品”模

式， 与深圳卫视联合推出明星全球竞技真人秀节

目———英菲尼迪《极速前进》，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40个城市的近2万人报名《极速前进》预选赛，最终，

最优秀的3组选手将获得与众多明星一起在全球展

开竞技之旅的机会。 同时， 由英菲尼迪继续赞助的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正在火热播出，英菲尼迪同步

推出的大型情感体验活动“敢爱亲情季”也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 以多样化的情感与体验营销吸引众

多消费者的参与。

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上， 劳斯莱斯汽车备受瞩目

的古思特系列II（Ghost� Series� II）车型正式亮相中

国市场。该车型不仅拥有重新精心设计的外形，还整

合了品牌最新的尖端科技。 古思特系列 II的发布将

进一步巩固古思特车系在超豪华汽车细分市场的主

导地位。

古思特系列II保留了劳斯莱斯汽车经典元素，并

在设计和技术上都做了创新和整合： 日间行车灯环

绕着全新造型的LED头灯，赋予古思特系列II更具动

感的个性签名； 由欢庆女神徽标延伸出的锥形引擎

盖中线，不禁让人联想起喷气式飞机的雾化尾迹，暗

喻着古思特车型的动感和活力。 全新设计的挡泥板

和保险杠造型还在视觉上增强了宽度与高度的延伸

感，勾勒出了强有力的身姿。

古思特系列 II全套运用了最新科技， 确保了车

内的商务与休闲活动皆为极致奢华的轻松体验。去

年搭载于魅影（Wraith）车型的卫星辅助传动系统，

增强了车辆的动态操控性。 劳斯莱斯汽车中国区总

监亨瑞克表示：“我相信古思特系列II将是全球成功

企业家的首选车型。”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在开启

Q

纪元一年以来，英菲

尼迪不断取得事业发展上的突破。

今年

1

月至

7

月，英菲尼迪在华累积

销量同比上涨

116%

，成为中国豪华

汽车市场上增速最快的品牌。同时，

此次全球首秀的

Q50L

则是英菲尼

迪国产化的首个成果， 这款针对中

国消费者设计生产的车型凸显了英

菲尼迪对中国消费者的承诺， 必将

以强悍的综合竞争力， 为英菲尼迪

在中国市场注入强大的动力。”英菲

尼迪中国总 经理戴雷博士

(Dr.

Daniel Kirchert)

表示，“随着‘敢·爱

行动’ 的全面推进以及国产项目的

全面落地， 英菲尼迪在中国市场的

长足发展将获得更加强劲的动力。”

黄磊和英菲尼迪中国总经理戴雷

劳斯莱斯古思特系列II中国首发

德系最强挑战者Jeep自由光领衔

Jeep震撼登陆成都车展

8月29日成都国际车展开

幕，各式各样的新车让成都市

民看花了眼。 位于H7号馆的

Jeep展台尤其耀眼，不仅有漂

亮的模特，更有代表未来的旗

帜车型Jeep自由光和首次亮

相成都的Jeep自由侠同台竞

技，四款首次在西部地区展出

的“中国风”概念的SUV也吸

引了不少观展者的目光。此

外， 豪华SUV能效新标杆、同

级增速第一的旗舰车型大切

诺基，与蝉联20万-30万元级

别进口都市SUV销量冠军的

入门级产品指南者的现场助

阵，使整个Jeep展台涵盖了从

小型SUV至大中型豪华SUV

的产品矩阵、20万-127万元

区间的SUV细分市场。

全路况产品

VS超强价值感

Jeep品牌此次带给西部消费者的另一大惊

喜，就是全系金融方案。Jeep各车型在保证最强产

品力的同时，也荣膺各市场级别的最强价值感。

凡购买大切诺基全系任一款车型的消费者，

现在都可享受“20%-30%低首付、1-3年期特惠费

率” 的金融方案， 最低首付仅为11.6万元； 针对

Jeep自由光全系车型，则可选择“40%首付、30%中

段贷款、30%尾款、3年期超低利率”方案，月供低

至4600多元，更有“20%低首付、3年期超低利率”

方案，首付低至7.5万元；Jeep牧马人也有多达24种

灵活金融的选择，长达两年“0”利率、最低6500元

月供，最长3年还款周期，确保还贷无压力；而都市

SUV指南者与自由客， 则能享受4.4万元首付、91

元日供。进口头衔的一步之遥，带你轻松跨过。

2014成都车展，Jeep展台将不断上演精彩纷

呈的“过目不忘”———以跨时代的产品与前瞻性

的技术， 呈现SUV领域的精彩巨变和全新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展台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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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最强9速车

同台竞秀

全球首款9速车Jeep自由

光与史上最强9速小车 Jeep

自由侠，这次携手在成都车展

Jeep展厅同台亮相，成为该展

台最瞩目的两个明星。

Jeep自由光搭载全球首

台9速变速箱，无论是最先进9

速轿车加上最全能四驱车合

体，还是极具未来感的外观设

计，自由光都当之无愧地成为

领衔第四代SUV的风向标。良

好的公路性能和驾驶体验配

合同级最强的四驱性能，让自

由光成为Jeep旗下一款具有

全路况能力的 “真SUV”。目

前，预约试驾自由光还有机会

获得价值1.8万元的史上最尖

端科技智能包。

最全、最强

SUV产品阵容

成都车展Jeep展台上， 除了两

款9速车———Jeep自由光与Jeep自由

侠， 以及四款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概念车， 还有Jeep家族的其他重量

级成员， 包括 Jeep旗舰车型全新

2014款Jeep大切诺基3.0柴油版以及

Summit旗舰尊悦版、具有中国风的

传奇美式标志性车型Jeep牧马人龙

腾典藏版等。

在产品力日趋强大的同时，

Jeep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从小型

SUV至大中型豪华SUV的最全车型

矩阵， 完整覆盖从1.4升到6.4升排

量、 从涡轮增压到柴油发动机的最

广产品序列， 全面撼动SUV各细分

市场。而这场“产品猛攻”，也助力

其成为关注SUV的朋友在成都车展

上最不能错过的展台。

展台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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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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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p

自由光圣境版

Jeep

自由侠青蜂版

Jeep

牧马人阿波罗神版

六超鞋走俏蓉城

听听顾客怎么说

★优势一：

100％双星名人品牌
450亿品牌价值
一流品质

★优势二：

100％双星名人设计
世界级大师设计
经典新款

★优势三：

100％双星名人出品
六超功能健康鞋
穿着舒适！

晨练、运动、健身跳舞

六超鞋轻便舒适，玩的痛快

早上起来跑跑步，晚上跳跳舞，如今老年

人的业余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可是要是没有一

双合适的鞋子就犯愁了， 普通鞋跑几步就累

了、穿着磨脚，根本没心思运动锻炼。 双星六超

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穿，超轻便，重量只有

170 克，简直跟没穿一样。 走路跑步超舒适，鞋

底软，鞋跟硬，玩多长时间也不感觉累，穿这个

玩的痛快，穿着舒心。

下雨、下雪、路面不平

鞋底超防滑，出门放心啦

老年人脚底没劲， 反应迟缓， 下雨下雪的天

气，一不小心就容易滑个大跟头。 电视上经常报道

老年人摔倒的故事，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就怕落

下个后遗症耽误后半生。

双星名人六超鞋老人鞋，鞋底用的是 PU 特殊

材料，防滑效果超强。 底纹模仿汽车轮胎，就是在

瓷砖、冰面上行走也有很好的抓地力。 老年人穿着

出门放心，不用整天提心吊胆，雨天雪天出门也不

怕了，省去了子女的一大心病啊。

双星名人六超鞋 3大优势

双

星

名

人

六

超

清

爽

鞋

解决“易跌倒，鞋子重、挤脚、不透气、不舒服”等六大穿鞋难题

特价六超老人鞋 仅剩 天

超舒适：

30

年专业技术， 让你的脚丫享受特别
的舒适。

超耐穿：

进口
PU

材质一次成型，一双能穿三五
年。

超透气：

独特工艺，透气性强，天热不捂脚，抑
菌更除臭。

超防滑：鞋底轮胎式设计，抓地强，牵引准，踩
哪都不滑。

超柔软：

精选材质制成，弹性强、韧度高，穿着
合脚特舒服。

超轻便：

重量不足普通鞋三分之一，户外运动，

省劲不累。

双星名人六超老人鞋 6大功能

一年内开胶，断底换新鞋！ 双星名人六超老人鞋采用国际标准，高科技材料和技术，经过严格的实验和
质量检验，上市前上千人试穿，在鞋楦、帮围、脚背、鞋底等处都进行了升级设计，复杂脚型穿着也舒适，不
挤、不闷、走起路来特轻便，透气网眼，一点也不捂脚，鞋底很防滑，下雨也不滑。 双星名人对六超老人鞋的品
质有

100%

的信心，才敢做出如此大胆的承诺！ 让每一位消费者买得放心，穿得安心。

3

活动最后 3 天，街坊邻居都买了

听说六超鞋搞活动的消息， 成都的老年朋友们的热情简直比三伏天

还火爆。 每天一大早，好多老年人到店里去排队优购，有的是跟老伴来的，

有的是跟儿女来的，进了店拿上鞋子就试。 穿上走两步，这鞋真舒服，一次

买了两三双，乐呵呵的回家了。

武侯区玉林小区的刘大爷对我们说：现在六超鞋在我们院里可火了，

老年人都说价格便宜，质量还好，眼看着活动要结束了，我也买两双回家

穿，还赠了我一双保健袜，这样的实惠不是天天有，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哈哈。

活动最后 3 天，结束恢复 498 元统一价

原价 498 元的鞋子仅售 148 元，还是双星集团正品的老人鞋，我没听

错吧，这样的优惠简直和白送一样，真是太划算了。 双星六超老人鞋火爆

古城，短短几天 4000 双鞋子已被售出，如今库房里仅剩最后几百双的存

货。 厂家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将近全力满足老年人对六超鞋的需求，但是

万一断货活动也只能提前结束了。 有需要的老年朋友请抓紧拨打

028-85579716进行预定，以免错过良机。

防滑、减震、还透气？ 老年人一定要穿双专业

的六超老人鞋！

解决中老年人穿鞋六大难题，从产品设计、材料都精心打造。

双星名人集团耗时多年，投入专项科技，攻关六超老人鞋，通过大量

市场调研，专门解决中老年人鞋子重、底子硬、挤脚、不透气、易摔跤的六

大难题。

双星名人“六超”老人鞋超轻、超防滑、超透气、超耐穿、超柔软、超舒

适。人性化粘扣设计更符合中老年人穿鞋习惯。是一款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六超专用老人鞋。

赵之心

中国著名运动养生健康教育专家。

孝夕阳携手赵之心“徒步黄河，健康中

国行”发起人多次在各地电视台、各大

卫视做科学健身、 运动养生类专题节

目， 著有《健身先健骨》、《每天走好

6000步》、《从头练到脚》等健康书籍。

新款上市原价 498 元的双星名人

六超老人鞋，现普及只需 148元，六超

老人鞋 148元体验仅有 4000个名额。

两双起订，外地 4双免邮，货到付款，订

两双并免费赠送价值 99 元托玛琳保

健 袜 ， 先 到 先 得 。

订 购 热 线 ：

028-85579716。

成都市内免费送货上门，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双星郑重承诺：放心穿，超长质保 60天，穿不舒服不花钱，订购电话：028-85579716

只需

148

元

全国零售价：498元

400-869-206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实行三包免费退换

028-85579716

订
购
电
话

地址：

★南门店：

二环路南四段
65

号（天虹广场向西
200

米，红牌楼东站和董家湾北街站中间）

★中心店：

通惠门人人乐超市收银台外
★西门店：

五大花园金雁路
182

号附
10

号倩熙服务中心
★一品天下

人人乐超市负一楼收银台对面
★

二环路西三段
94

号铁建大厦
家庭健身器材专卖店

★双流：

航鹰东路舍舍购物中心三楼健身器材专柜
★攀枝花：

炳草岗北京华联天九专柜
★乐山：

玉堂街中百商
场

2

楼
★绵阳：

公园好又多超市负一楼中意坊
★都江堰：

沃尔玛超市入口左边舒华专卖店
★龙泉：

滨河北街
39

号舒华健身器材专
卖店二店：长柏路

272

号舒华健身器材专卖店
★峨眉山市：

峨眉山市名山东路峨眉大厦沃美购物中心三楼按摩器专柜二店：峨眉山
市报国路

71

号峨眉山市医药公司一门市按摩器专柜招商热线 13688137777

（省内各地市县经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