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驰以小巧可人著称，看似“迷你”的身姿，

却拥有全世界无数粉丝的认可与喜爱。 它不单是

日产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超过600万的累计

销量使其成为日产全球最畅销的车型之一。 与此

同时， 这款日产全球战略车型结合了各个国家消

费者的喜好，融入特色功能，拥有备受好评的“全

球血统”。

数据显示， 在玛驰突破600万的销量之中，有

将近400万辆玛驰销往除了日本本土以外的160多

个国家，足迹遍布全球亚、欧、美、非等各大洲。在

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国

家，玛驰都深受欢迎。2013年，除去日本本土外，其

在墨西哥、巴西、英国收获了无数的忠实粉丝，高

居紧凑型热销车型榜， 可见玛驰在全球市场上的

不俗影响力。

不仅在“量”上的表现令人称羡，玛驰在车界荣

誉方面同样成绩斐然。1993年，玛驰获得欧洲乃至全

世界最重要的汽车奖项———欧洲年度车大奖（Eu-

ropean� Car� of� the� Year�），是首款获得该项殊荣的

日本轿车。同时，玛驰还先后斩获了日本年度车型奖

（Car� of� the� Year� Japan）、优秀设计奖、德国红点设

计大奖、日本汽车色彩奖等多项殊荣，并获得由欧洲

设计者研究机构颁发的“欧洲汽车设计奖”。

玛驰喜人的销量和骄人的荣誉， 是全球消费

者对其信赖和认可的最佳证明， 而这一切也源于

玛驰四代传承的产品特质———外形可爱时尚，倡

导悠享生活。

回顾玛驰品牌，从1982年第一代玛驰上市，至

今已走过30多个岁月。 第一代玛驰具备优秀的操

控性和节油性，还采用了前卫的五门掀背设计，在

当时很受人们喜爱；第二代玛驰变宽、变高，运用

了大量圆弧形线条设计，实用性提升，让人们能够

更好地享受生活； 第三代玛驰被誉为 “日本甲壳

虫”，年轻化的外形与多种颜色搭配让它成为年轻

人的时尚之选；2010年第四代玛驰登陆中国市场，

可爱的造型、 灵动的操控和优秀的燃油经济性获

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四代玛驰不断升级改变，

但始终未改的是它灵动俏皮、悠享生活的特质，而

这正是它拥有一群执着拥趸者的根本原因。

10年耕耘，3年口碑，褚橙在成都

赢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今年头茬果， 吃过的人这样评

价：“很正的甜，带着一点微微的果

酸，肉厚多汁，自然芳香。”“酸甜

比极佳！褚橙的口感一年更比一

年好！褚老爷子太牛了！”

独家代理成都地区褚

橙网络销售的买够网与 i

有机网，订单像雪片一样

飞 来 ， 订 购 专 线

86626666热得发烫，

300家红旗连锁指

定门店提货券供不

应求。迄今，已预

售超过5000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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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购

目前买够网配送团

队正按照预订的先后顺

序，全力展开配送。为了

保证您吃到最新鲜和正

宗的褚橙，我们采取每天

将最新鲜的橙子从云南

基地发回成都的方式。还

没有吃到的亲们，请耐心

等待哦！

特别

提醒

1、扫码购：

微信扫描二维码， 立即下

单；

2、在线认购：

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my-

go.chengdu.cn）下单；

3、电话认购：

拨 打 客 服 热 线

028-86626666， 企业团购

也为此热线；

4、红旗认购：

即日起， 可前往300家指

定红旗连锁超市认购。

■配送时间：

11月5日起配送，按下单先

后顺序滚动发货。

购 买 方 式

300

家红旗门店

可提货也可购买褚橙提货券

昨天下午，陈先生一脸焦虑，来到书

院西街1号买够网办公室。

陈先生之前电话预订了两箱褚橙，

买够网根据预订的先后顺序， 将他的订

单发货排到两三天后。 但陈先生希望13

日就能拿到褚橙。“我买这橙子是要送给

朋友父亲的。老人家得了癌症，情况不是

很好，多拖两天，我担心他就没法吃了。”

得知陈先生的情况后， 买够网负责

人为他特批了两箱加急件。拿到褚橙，陈

先生如释重负，临走前又追加了两箱。

橙的品质

从诞生时已铸就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曾说：

“事情的规律，认真就做得好。”种褚橙

10年，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褚橙基地

工作人员说， 七八十岁高龄的褚老事事

亲力亲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果园里。

褚橙的口碑从最初就已注定。它生长

的土壤经过专业化验，果树肥料科学调配

而成。 果树的种植更是达到了严苛的标

准：一株橙树从生长到结果，几乎要剪去

一半的果实。太大的不要，太小的也不要。

橙树之间要保证光照充足、透风。精心种

植、严格管理加上褚橙基地优越的气候和

环境资源，造就了褚橙不同凡响的品质。

“我最开始是冲着褚时健种橙子这

个励志故事来买的，吃了之后发现，这橙

子口感太好了， 我们家冬天基本就只吃

这一种橙子了。”王女士说。

300家红旗门店

买券提货很方便

昨日上午，市民张先生来到华润路1

号红旗连锁门店， 买走了8张褚橙提货

券。“同事看了报纸想买褚橙， 用手机一

扫报纸上登的二维码， 发现公司旁边的

红旗超市就有提货券卖。我们办公室8个

同事一人要一张，大家派我来跑个腿。”

前日中午，家住爵版街的市民肖先生

来到家旁边的红旗连锁门店。“我接到短

信，我上周预订的两箱激情版褚橙到货了

哇？我来取。”拿到褚橙，肖先生当场打开

包装箱，浓烈的果香扑面而来，一个个褚

橙个头均匀，黄澄澄油亮亮，每个橙子上

都印着防伪码。

买够网介绍， 为方便广大市民，即

日起，300家指定红旗连锁门店可购买

果径65毫米以上的梦想版提货券，优惠

价128元。在微信上下单的网友，如果您

选择的提货方式是到红旗指定门店提

货，也可像肖先生一样，接到短信和电

话通知后去红旗提货。无论您在网上购

买的是128元的梦想版褚橙，还是148的

激情版褚橙，都可以在红旗提货。

褚橙官方授权

成都地区网络销售独家代理

买够网的褚橙

又正宗又新鲜

买够网工作人员介绍，为了保证新鲜，买够

网的褚橙都是每天采摘， 然后从云南发到成都。

每天褚橙到达买够网仓库后，工作人员和快递人

员会立即整理订单，根据预订情况，将褚橙配送

到300家红旗连锁门店或直接送到消费者指定的

收货地址。您收货的时间完全是根据预订的先后

顺序来决定的，请大家耐心等候买够网短信和红

旗连锁的电话通知。

即使现在没接到通知也不要紧，进入11月中

下旬，褚橙开始大规模成熟，哀牢山漫山遍野硕

果累累，基地每天都有大批橙子运到成都，属于

您的那份美味很快就要到来。

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买够网发现，市场上

出现了假褚橙。买够网在此特别提醒，成都商报

买够网与i有机网为褚橙官方授权， 独家代理褚

橙在成都地区的网络销售。买够网售出的褚橙，

每一个果子上都印着防伪码，它是褚橙的“身份

证号”。要吃正宗的褚橙，请找买够网！

（王可然）

褚橙有多甜 先下单先尝鲜

300家红旗门店可买褚橙提货券；要吃正宗褚橙，请认准买够网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

两种规格的特级橙

激情版-XL级

（胸径

70

毫米以上）

买够直供价：

148元/箱

（10斤）

梦想版-L级

（胸径

65

毫米以上）

买够直供价：

128元/箱

（10斤）

11月

中 下

旬，褚橙

开始大规

模成熟。新

客人、 回头

客， 先下单先

尝鲜哦。

揽获全球“宠爱” 最懂“女人心”

女性专属座驾

———新玛驰即将在广州车展上市

小个头有大能量

玛驰传承

“全球血统”

历代玛驰色彩艳丽， 外形圆润又乖巧，时

尚造型惹人爱。不仅如此，玛驰小巧灵动，驾驶

起来非常灵活，这让它深受全世界无数女性消

费者的“宠爱”。数据显示，在玛驰超过600万

的车主中， 女性车主超过了半数， 比例高达

56.2%。 相比同样以小巧灵活为特点的其他品

牌车型，玛驰毫无疑问最懂“女人心”。

玛驰深受女性消费者青睐，产品特点符合

女性审美及其驾驶需求必不可少， 更重要的

是，玛驰的产品理念始终走在时代前端，它不

断寻求与女性消费者深入对话的方式与机会，

并在产品上加以实现。

2006年玛驰为乳癌学术研究基金会成立

十周年纪念的活动募款， 特地邀请前原子少

女猫成员Jenny� Frost， 设计了一辆独一无二

的金色硬顶敞篷玛驰C+C。玛驰C+C是日产

史上第一辆采用硬顶敞篷的车型，Jenny�

Frost以紫色皮革包覆、金色滚边、玻璃车顶、

完整的影音系统等设计将其打造成一个“移

动音乐厅”。

更为极致的是，2008年， 日产与知名女性

时尚杂志《ELLE》合作，为女性量身定制，推

出限量500辆的玛驰ELLE特别版车型。一时间，

众多女性为之痴狂，成为业内一段佳话。

玛驰的时尚故事不止于此。在11月的广

州车展中，新玛驰将会正式上市，不仅将诠

释出女性专属的时尚感， 更紧贴女性用车

的需求，让时尚生活更加轻松洒脱。作为专

为女性打造的时尚专属座驾， 新玛驰肯定

值得期待。

女性时尚“专宠”

新玛驰为“她”而来

玛驰在澳大利亚

玛驰荣膺欧洲汽车设计奖

日本甲壳虫———日产第三代玛驰

第四代玛驰

Jenny Frost

打造的金色敞篷玛驰

时尚杂志《

ELLE

》合作限量版玛驰

每天运到成都的褚橙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发给购买的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