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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秋， 我们都会为买南台月

家庭装月饼而焦虑， 因为这款价位大

众化的月饼绝对算得上是南台月众多

月饼种类中最实用、 最适合与家人共

享的月饼！

虽然没有华丽的包装， 但绝对不

失南台月手工月饼细腻精致的特点！

他家月饼的蛋黄馅软软的， 可口而不

油腻，配合着外面的酥皮，咬上一口，

各种满足瞬间产生！还有云腿、伍仁、

肉松， 让不喜欢吃月饼的人都心服口

服！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纵然年年都

没有任何折扣，但年年都是紧俏缺货。

现在仅90元即可秒杀原价100元的

南台月家庭装月饼提货券1张！蛋黄、肉

松、云腿、五仁混装四种口味任选！没有

华丽的包装，但南台月手工月饼的细腻

与精致让它每年都供不应求，所以你必

须抓紧，再过几天就买不到了！

温馨提示

� � 1.

本产品为南台月家庭装混合款

提货券， 网友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自

提或快递。

2.

快递者：三环内快递费

5

元，三环

外请先致电

86615626

咨询。自提者：请

凭章鱼券自行前往书院西街

1

号亚太

大厦四楼全搜索团购部领取。

3.

自提及快递有效期：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

“忘了是怎么开始， 也许就是对你有

一种感觉 ， 忽然间发现自己， 已深深爱上

你，真的很简单。”爱很简单，对于小王子而

言，爱就是这亿万星球中那株独一无二的玫

瑰。对于你来说，她是什么？是否如一朵鲜

花，含苞待放，美丽而芳香。七夕，用鲜花传

情达意，是最古老的方式，却有最深的浓情。

可是，没有一点新意的情人节也稍稍有点乏

味， 现在登录IN 成都， 搜索 “甜蜜密甜品

屋”，你会发现今年七夕，有更好的“花”让

你选择，那就是水果花！

费罗拉·水果花来自欧美， 寓意是花之

神。它采用上等的新鲜水果，经过工艺师精

心设计制作而成，美丽又惊艳！风靡欧洲和

美国的费罗拉·水果花是一种特殊的礼物，

在生日、聚会、婚宴、商务活动等不同的场合

它都是主角。 费罗拉·水果花不仅可以带来

与众不同的新鲜快乐，同时也可以分享喜悦

的心情！

费罗拉·水果花2007年来到中国，严

格选择无污染的绿色水果及供货庄园 （

均

采用菲律宾进口都乐菠萝、 美国进口红提、

美国新奇士、新疆上等哈密瓜、新西兰奇异

果、草莓基地有机草莓等优质水果，绿色健

康无污染

），从水果选材、工艺制作、色彩搭

配、营养健康的角度出发，统一管理、统一制

作，统一配送！从制作完成到送到顾客的手

中不超过三个小时，绝对的新鲜。既有鲜花

的美丽，又有水果的甜美，清鲜靓丽，却不是

可看不可近，你可以闻，可以吃，俩人一起，

享受高品质的甜蜜时光。

即日至8月23日，登录IN 成都在“甜蜜

密甜品屋”上传甜蜜照+甜蜜宣言（

爱情 、

友情不限制

）， 即可获得费罗拉·水果花的

抽奖资格。 我们将在上传照片的IN 成都用

户中抽选出5位，被抽中者每人可以获得费

罗拉·水果花一束。原价198元的水果花，现

在你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免费送给你。

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行动吧！更多详情请登

录IN 成都。

【商家地址】：东大街香槟广场二楼

208

号 甜蜜密甜品屋（香槟广场店）

相关链接

情人节将至，

IN

成都选情诗几首， 献给

天下有情人

眼睛为他下着雨， 心却为他打着伞，这

就是爱情———泰戈尔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

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

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

相遇，与子偕臧———《诗经》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

就不肯说那句美丽的誓

言， 不要因为也许会分

离，就不敢求一次倾心

的 相 遇———席 慕 容

《印记》

他们彼此深信 ，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

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

是美丽的， 但变幻无常

更为美丽———辛波丝卡

《一见钟情》

七夕送Ta送水果花

浪漫、新颖、好吃！

现在，你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198元的水果花

签到拿勋章，享受千元购机优惠

最IN活动

IN

成都是国内首个基于成都地理位

置的移动互联网服务。

2.0

时代，你可以：

·探索成都、记录足迹、分享惊喜

·发布点评、赢取积分、享受特惠

·拼团下单、低价观影、手机支付

·结交朋友、拉帮结派、耍动全城

方法一：

iPhone

以及

Android

手机

浏览器登录

icd.sc

快速下载。

方法二：

iPhone

手机用户可直接

在

App store

等

IOS

主流下载站下载 ；

Android

系统手机可直接在电子市场

等主流安卓手机市场下载。

IN

成都官方网站：

in.chengdu.cn

IN

成 都 商 户 加 盟 热 线 ：

028

—

86007329

关于

IN

成都

下载

IN

成都

每天团一次

清凉一夏，健康一身

网上购买体检，享受超低优惠

仅400元，即可享受爱康国宾体检

医院原价1380元的专业媒体卡体检套

餐，男女适用！体检套餐包含：肝功肾、

血液检查、妇科检查、男科检查、超声

检查等各大检查大项！ 现在仅剩100

张，欲购从速！健康8月，关爱自己，关

爱家人，让我们一起追寻健康的理念！

温馨提示

� � 1.

参与团购的网友请于

2012

年

9

月

8

日前， 到成都全搜索网站领取体检

卡，咨询电话 ：

028-86007213

（周一至

五上班时间咨询 ）

13982126715

杨小

姐。取卡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锦东路

668

号国嘉新视界

14F

。

2.

体检时间：周一到周六

8

：

00～15

：

00

；服务：周一到周六

8

：

00～17

：

00

。

3.

自驾车请将车停在置信路二环

路楼“远鸿 方程式”停车场，体检完毕

在前台领取免费停车卡。

南台月家庭装月饼

90元 原价100元

热销中迎来转型？ 解析SUV未来需求走向

随着近两年汽车市场的疯狂增长走向

平淡， 众多专家预测这将是市场走向成熟

的一个开端， 然而汽车市场内的各大势力

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 比如仍保持高

速发展态势的SUV市场。

据中汽协数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SUV

车型累计销售93.94万辆，同比增长32.02%，

达到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率7.08%的4倍有

余， 在乘用车市场中所占销量比例接近

10%。 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数字表面后的

事实， 支撑起SUV成为今年汽车市场最热

门的关键词。

正如前些年车市爆发式增长时期，各

细分市场格局出现剧变。 众多专家的预测

中， 高速发展中的SUV市场也将迎来一次

转型，更成熟的消费者将有新的需求，新的

需求则将引导SUV新的技术走向。

“城市”是导火索

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回顾SUV市场

历史，我们也恰好发现它发展的迂回路线。

在最初只是供应特殊用车需求和玩车人所

需的年代， 切诺基毫无疑问是开启了中国

SUV的发展史的第一主角， 这款来自克莱

斯勒旗下的Jeep品牌车型，首先从外形上便

以美国肌肉车的粗暴、 有棱有角领先时代

至少十年， 而这款真正意义上的越野车型

在当时首屈一指四驱技术， 也正符合消费

者群体对SUV最原始的诉求， 甚至于中国

车迷因此统称SUV车型为“吉普”。

东风标致新上SUV将成“the�one”？

在今年底可能上市的SUV车型群中，

有东风标致将上市的SUV新车3008、 上海

大众斯柯达Yeti、上海通用别克的入门级小

型SUV� Encore以及长安福特翼虎。 参考

途观在市场中的强劲表现， 看得出消费者

对欧系SUV报有颇高的热情， 东风标致

3008和斯柯达Yeti两款根红苗正的欧系

SUV很有可能将在大势所趋中拥有不错的

成绩。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 大众平台战略

下，同类车型形成相互抵消的反作用。面对

产品同质化困局， 如何区别定位体现差异

化将是上海大众面对的一项难题。 相比之

下， 东风标致将要上市的这款SUV对于消

费者来说无疑更具新鲜感， 传闻中将会搭

载的1.6T发动机不仅填补了同类车型缺席

的排量区间， 也是合资SUV车型中首次出

现的动力选择， 市场竞争力无疑更加值得

看好。

SUV已然成为整体放缓发展的乘用车

市场的一枝独秀， 而其15.66万月均销量、

32.02%同比增长表象下的刚性需求， 也势

必引发未来技术需求的转向， 导致该细分

市场格局再一次演变。今年，可能上市的东

风标致3008， 或许也将继途观之后， 成为

SUV市场中又一款突破日系阵营的欧系新

势力。

债基晋升“理财新贵”

鹏华纯债受青睐

今年以来债券基金表现突出， 银河数

据显示，截至8月7日，标准债券型基金今年

以来平均净值增长率为4.17%，高于股票型

基金和货币基金，大有晋升“理财新贵”之

势。业内人士表示，标准债券基金安全性高

且收益相对有优势， 如正在发行的鹏华纯

债可谓投资者近期理财的新选择。据悉，鹏

华纯债以不低于80%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

券等固定收益品种，不直接投资股票，由于

债券按期还本利息，价格波动相对较小，属

于安全壁垒较高的投资品种。

“小” 鸡精蕴藏高科技 传统鲜味迸发新活力

“中国的复合调味率达到总量的50%，

是我们未来10到20年努力的方向， 而作为

典型的鲜味复合调味品， 鸡精发展潜力巨

大。 ” 中国调味品协会常务副会长卫祥云

在近期于上海举行的鸡精复合调味料高新

技术研讨会上透露。

与单一成分调味料相比， 目前复合调

味料在国际市场中比重已超过60%， 而国

内市场中仅占20%-30%， 来自调味品领域

的专家们对复合调味料广阔的发展空间充

满信心， 并一致认为科技进步是产品质量

提升的保证， 只有重视科技研发的企业才

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秘书长吉

鹤立认为，细胞技术、酶技术、精细化工技

术等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应用是鸡精等复合

调味料产品质量提高的保证。 上海食品协

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志英也表示， 目前专

门做鲜味科学研究的企业并不多， 在这一

点上， 太太乐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并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据复合调味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荣耀中介

绍，鸡精、鸡粉等复合调味料是技术密集型

产业，太太乐率先提出“鲜味是蛋白质的

滋味特征” 、“鲜味可用‘鲜度’ 衡量” ，创

立和坚持“味料同源” 原理，推广应用“鲜

味相乘” 的科学理论，将生鲜鸡肉原料与

高科技手段完美结合， 生产出风味独特的

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作为“行

业标准” 和“国家标准” 的主要起草单位，

太太乐已将中国鲜味技术及工业化水平和

规模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

三代经典生活 一部花冠收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惯用70

后80后90后之类的词来划分不同的人

群， 给每个年龄段的人贴上不同的标

签。 花冠自2004年登陆中国市场以来，

以其“适应每个时代用户的不同要求”

的开发理念，得到了70、80、90三代人广

泛认可。 今年7月16日至8月12日，花冠

面向全国60万车主发起了 “寻找花冠

之最” 的“最证” 大搜集活动，得到了

车主们的踊跃参与，数十万条证言也印

证了花冠“最皮实、最省油、最好开、最

舒适、最安全”的五大优势。

一台奥拓价值23万

长安铃木“奥拓20年之最”引爆全国

它源于日本小车之王铃木技术，它

全球销量破1200万， 它是中国第一代微

轿， 它的热销圆了一代人的汽车梦———

长安铃木奥拓， 进入中国20年的第一微

轿，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8月13日，长安

铃木宣布正式启动“世界级小车领袖一

呼百应 奥拓20年之最” 全国招募活

动，寻找与奥拓一起历练、成长、沉淀的

“最”车主，与奥拓车主一起追寻岁月中

变迁的记忆与沉淀的情怀。20年经典，不

变奥拓情怀。 参加“奥拓20年之最”活

动，与奥拓一起追寻岁月的痕迹与沉淀，

一起分享人生的历练和成长，经历多多、

故事多多的你，快来报名参与吧！

国金通用吴强：“双探底”市场蕴育机遇

近期市场稍显回暖迹象，上证综指

暂别持续下跌颓势， 连续两周周线飘

红，有报道称场内基金份额激增，资金

抄底迹象明显。

笔者了解到，国金通用国鑫发起作

为国内首只权益类发起式基金近期正

在光大银行等多种渠道发行，该产品正

是看准目前资本市场在持续调整中投

资价值凸显的客观环境， 充分利用其

“发起式利益捆绑” 和“混合型基金能

攻善守” 两大强力助推器，以期在弱市

中帮助投资者提早布局， 合理配置资

产，实现财富收益。

据国金通用国鑫发起拟任基金经

理吴强介绍，该产品作为国金通用的第

一只产品，由国金通用股东、高管、基金

经理共同出资， 认购1100万元发起，且

承诺锁定三年，公司全员认购。

8月20日，联想扬天·敢想敢为———IN 成

都店面寻宝活动拉开序幕， 即日起至8月27

日， 来联想扬天店面签到寻宝， 千元购机优

惠、各种奖品等你享受，更有机会去美丽的若

尔盖草原参加为期3天的野生动物公路伤害

保护行动。

2012年联想扬天提出“敢想敢为”的品

牌理念，并以三个内涵“个性张扬、果敢坚

定、自由创新”诠释了扬天独特新颖的外观、

稳定优良的品质以及创新高效的性能等产品

优势， 从而实现了产品与品牌理念完美的结

合。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体验联想扬天“敢想

敢为”的品牌理念，联想四川邀请大家参加

有趣又富有挑战性的“敢想敢为”系列活动，

而店面寻宝即是其中最后一个环节。

此次店面寻宝活

动最大的特点是：签

到越多，购机优惠越高、奖品越好！活动期间，

大家只需登录IN 成都，到任一联想扬天商用

产品体验店签到并评论，即可领取“敢想敢

为勋章”一枚。到多家扬天店面签到，即可累

计得勋章， 每枚勋章可在联想官网媒体价格

上抵用100元购机现金，最高可抵

用1000元！所得勋章也可抵用获

得户外帐篷、太阳能充电器、多功

能插座、联想8G优盘等奖品！

8月31日至9月2日，在联想扬天

“敢想敢为” 活动中获得勋章数量最

多的15位参与者，更可以前往美丽的若

尔盖草原参加为期3天的野生动物公路

伤害保护行动，享受一次“敢想敢为”精

神的体验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