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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
捷成汉与保时捷驶入中国的故事

活动回顾
极速夜，演绎“唯我”魅力

文化与养生
葡萄美酒，不饮自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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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篇幅主要介绍中国的情况。图片和文本由 Porsche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提供。

在路上

香港：全球最美的剪影
大部分人的香港之行无非两种目的：不是紧盯日程表奔波在一个个会
议室之间，就是目眩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与繁华市井之中，以至于我们
差一点都忘记了，这座城市也有着放诸全球最值得极目远眺的景观之
一，享誉全球的都市胜景 —— “全球最美的城市天际线”。   

文 陈雯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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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的另一头还有纽约、芝加哥、多伦
多，但那么多年来，在那么多专业榜单上，
香港的天际线从未输给过其他任何城市。
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对天际线的评分有着
精密的计算公式，其中对摩天楼的高度、数
量、密度、形态以及地形的综合考虑更是纷
繁复杂。当然，再多理论数据都比不上亲临
其境的震撼。

当你静立于维多利亚港，当湛蓝的天空、
蜿蜒的海岸、陡峭的远山与无数摩登建筑
共同在你眼前演绎出绵延而壮观的起伏线
条，当入夜后远方的璀璨灯光如同打翻的
银河闪烁，你还能在哪里见到这般迷人的
风情与城市剪影？

这些建筑勾勒出的线条是如此鲜明，甚至
在某种程度上比紫荆花更能代表香港的视
觉形象。道理就如同即使看不见车标，你依

然能从车流中认出保时捷一样，凭借的便是
其圆润流畅的肩部过渡，简洁柔和的侧身剪
影，极具标志性的大灯与尾翼共同构成的轮
廓。这些经典设计完美地融合了贵族般的优
雅与现代派的动感，在历经了几十载的传承
与演绎之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每一辆保
时捷的标志性外观。

而组成香港这条全球最美天际线的则是其
宏伟的现代化建设与无敌海景的结合。这片
不大的城区内，包括国际金融中心、中环广
场、中银大厦、汇丰银行等代表世界高度的
摩天大楼在内，共有 7600 多座巍峨的建
筑傍海而立，行成了这个城市的骨骼与垂直
肌理。

如今大部分人将维多利亚港列为远眺香港
地平线的最佳位置。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天
平山、游艇的甲板、尖沙咀的大街上，还是

天际线，这一名词曾被城市学家考斯多夫

诗意而精确地解读为“一个城市的标志，

定位和发展潜力”。“外形独特的地标逐一

于城市中崛起，标志着属于该地区人民的

信心、力量与成就。渐渐地，它们塑造出城

市的外形，同时突显出城市的形象。”



这片不大的城区内，共有 7600 多座 
巍峨的建筑傍海而立，行成了这个城市的

骨骼与垂直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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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楼大厦的会议室里，甚至飞机上都能
萃取到这个城市轮廓的精华。完美的城市
天际线如同保时捷的汽车，可以从任何角
度接受最挑剔的视觉评审，才配得上“全球
最美”的称号。

更发人深思的是，天际线的演化不仅反映
了香港经济形态的进程，更是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变迁实录。当第一辆保时捷进入香
港的时候，展现在它面前的天际线几乎全
部由英资企业组成，它们和皇后像广场、前
最高法院等其他建筑共同诉说着英国的统
治。直到七八十年代，香港华人公司与中国
国有企业才开始在中环旁边次要的新填海
区构造自己的经济王国。

1985 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成为了英
国统治者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纪念，这栋
建筑细节精致、造型前卫，顺理成章地赢得
了全球的瞩目。但三年之后，贝聿铭操刀的
中国银行大厦却以更锐利的姿态将其取而
代之，成为了香港天际线中最具象征意义
的新地标。

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 2003 年，由西萨·佩里 
(Cesar Pelli) 和香港建筑师严迅奇合作操刀
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以 90 层、416 米的姿
态拔地而起，再一次以令人仰止的高度震撼
性地改变了香港天际线的轮廓。一举囊括
了大型商场、办公楼、豪华酒店的国金中心
不仅符合了人们对混合式金融商圈的认知，
成为了高端都市生活的标志，同时还肩负着
连接机场与市区的重要使命。而投资这一项
目的也不再是单一的企业或国家，而是多家
全球性的跨国集团。全球资本的融合为香
港的天际线画下了全新的地标。

这一系列事实默默地诉说了香港政权的转
移与意识形态及经济形态的变迁。当你站
在天平山或维多利亚海港眺望时，一座城市
乃至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在这延绵
起伏的天际线之后继续行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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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

捷成汉与保时捷驶入中国的故事
文 小强

捷成汉（Hans Michael Jebsen）的成就在许多人眼中已是梦想中的顶点。他所掌管的家族
企业在亚洲从事贸易已达百年之久——而且，恐怕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熟知保
时捷与中国的缘分和故事。

捷成汉先生自 1981 年起定居香港，此前他曾先后在德国与英国学习银行学，并曾就读瑞士
圣加伦大学。如今，捷成汉肩负着捷成洋行主席一职。这家贸易公司业务范围横跨啤酒、葡
萄酒、游艇和手表诸多领域，同时也是全球最具规模的保时捷中心运营商。正是捷成洋行于 
1955 年在香港获得了保时捷的销售许可，把这一品牌带入了中国。十年之前，又正是在捷成
汉先生的极力推动下，这个全球最卓越的跑车品牌才得以引入中国内地。这一决定也为他带
来了丰厚的回报，如今捷成集团所运营的保时捷中心遍及香港、澳门、上海、北京、杭州、广
州和深圳。

在庆祝保时捷入驻中国内地十周年之际，《Christophorous》杂志特地在捷成汉先生满满
的行程表中捕捉到短暂的空闲，领略了这位集团领袖的魅力与热情。

Christophorous (C): 捷成洋行在 2001 年
将第一批保时捷引进中国大陆，并借此回归
大陆市场。是什么原因使得你们选择在这
一时间进入市场？

捷成汉: 历经了多年的发展之后，到 2001 
年保时捷在香港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市
场。实际上，在香港，每公里道路上的保时
捷数量可以说是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进入内地市场，我们显然拥有一个非
常牢固的后盾。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内地第
二代企业家正逐渐步入成熟，他们对于保时
捷的车辆将有更大的接受度。尽管恰当的
时机非常重要，但正确的方式更不能忽略。
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
策，你绝对不希望犯任何错误。品牌的认知
度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中国尤为如此。

C: 在您身后，是一辆原汁原味的保时捷 356  
敞篷跑车。放诸全球各地，这都是一辆少
见的珍品，而在中国更是稀有。在保时捷历
来的所有车型中，您为什么唯独选择了这
一辆？

捷成汉: 保时捷并不仅仅是一辆汽车。它是
一个完整的世界与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
当你注视着一辆 356，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符 
号，代表着保时捷的全部意义，同时它也 
是后来保时捷 911 的鼻祖和原型。保时捷  
356 也和捷成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5 年，当我们最开始在香港引进并销售 
保时捷时，曾制定过一个非常保守的目标。
我们第一年的销售指标是：5  辆车。这是一
个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我们的承诺是坚
定的。

捷成汉先生（Hans Michael Jebsen）为捷

成洋行集团主席。捷成在中国拥有并运营

数家保时捷中心，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充满

激情的保时捷驾驶爱好者。这位 55 岁的

集团领导人同时也在众多企业与慈善机构

中出任要职，其中包括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以及香港欧盟经合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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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6 年来，捷成集团始终对保时捷品牌给
予了高度的信任。能够保持如此之长而成
功的合作关系，您认为这其中最关键的要
素有哪些？

捷成汉: 同甘共苦，进退与共，并齐心协力
共同谋划未来。在亚洲开展业务需要足够
的耐心，有分寸的方式和不定期的实地考
察——所有的这些情况我们都曾经历过。
和保时捷的伙伴关系让我们深感幸运，它使
得我们在香港和内地市场中不断壮大。当
然，这同时也得益于我们的业务恰好切合了
当下中国市场的需要和追求。

保时捷并不仅仅是一 
辆汽车。它是一个完整的世
界与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

当你注视着一辆 356，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符号， 

代表着保时捷的全部意义，
同时它也是后来保时捷  

911 的鼻祖和原型。 

C: 说到中国大陆，在您看来，保时捷在这里
的品牌认知与其在香港和其他发达国家的
市场相比，是否有所差距？

捷成汉: 简单扼要的答案是：没有。只有一个 
保时捷，也只有一套能体现保时捷精神的
价值观，放诸全球皆如此。让我们感到惊
讶的是，内地市场现已变得极其复杂，并和
香港以及全球市场有颇多相似之处。能够
有一个车型可以囊括目标消费者的所有需
求，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一方面，Cayenne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
合，这是我们在策划、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等各方面持续努力的硕果。

C: 保时捷在中国曾遭遇过的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

捷成汉: 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并不在市场开
拓这方面，而在于立法方面。在这点上，我
们一直都挺幸运，比如进口税事宜。但更重
要的是，要足够敏锐，并具备长远的眼光。

C: 在过去的十年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最令
您难忘的和倍感激动？

捷成汉: 保时捷非常擅长“制造亮点”，作为
一个汽车生产商，某些新车的发布总是让
我难忘。我举两个例子，首先是 2005 年保
时捷在香港举行的 50 周年纪念。当时有 
50 辆不同型号的保时捷穿梭在这座城市之
中。这一情形至今都让我难忘。当然，新的
保时捷中心在中国的开幕也同样让我觉得
非常特别。除却舞狮和活力四射的舞蹈之
外，我还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热情，这种热情
远远不止是一个新品牌的引进那么简单。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保时捷的国
度，不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大连或青岛
这样的城市，保时捷都取得了成功，城市的
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保时捷跑车的魅力。

C: 展望未来，您认为保时捷在中国的下一
个 10 年将会如何？

捷成汉: 保时捷一直都很注重跨地区性的发 
展，但品牌认知度的构筑，也是同等重要
的大事。当今中国在汽车行业内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席位，也是保时捷的核心市场之
一。我们在这里的消费者大都是充满活
力的年轻人，同时可持续发展意识较强。
保时捷是一款为懂得承担责任的人打造
的车辆，也是一款适合日常驾驶的车辆，
而且它拥有大部分车所不具备的多功能
性。现在，随着保时捷售后服务团队的支
持不断加强，放眼全球都找不出第二个地
方比在中国更适合购买一辆保时捷了。 

非常感谢捷成汉先生与我们分享了他独特
的观点以及保时捷在中国的故事。在这个
充满了市场增长与商业机会的故事中，我们
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家族企业对保
时捷跑车不容置疑的热忱，这也预示着保
时捷品牌将在这个全球发展最迅猛的汽车
市场上拥有更为灿烂的未来。 



恰如“Sports Car Night 极速夜”所要告诉
我们的，这正是保时捷一年一度，为了其享
誉跑车界的传世杰作，以及每一位热爱跑
车的车迷而举办的狂欢派对。

2011 年 2 月 26 日到 3 月 6 日期间，这场 
“极速”风暴相继席卷了全国，在各地的保
时捷中心依次登场。同时，也为现场所有车
迷揭开了又一款保时捷经典杰作——限量
版车型 911 Edition Style 的面纱。

这款车型拥有出类拔萃的配色方案。3 种
车身颜色可供选择：玄武岩黑金属漆、马卡
达姆金属漆、宝石红金属漆，配合黑色真皮
内饰，局部沙褐色或赤土色装饰更使得整
车时尚感陡增，足以列入公路上最耀眼的
明星之一。

再加上标配的 BOSE® 环绕声音响系统、具
有电动调节功能的舒适型座椅和惊人的跑
车性能，911 Edition Style 无疑是一款具备
了 911 Carrera 性能的豪华跑车。奢华与运
动精神并存，没有比之更好的例证了。唯一
遗憾的是，恐怕只有少数拥有顶尖品位的
成功人士，才能获得驾驭它的资格。理由很
简单：限量 188 辆。

尊贵限量车型 911 Edition Style 的登场自
然是让现场所有车迷血脉贲张的重头戏，而
整场派对的娱乐节目同样别致而高潮迭起。

除却开篇所述种种余兴节目外，席间还有为
跑车量身定制的揭幕表演，用肢体语言演
绎出三款不同车系的特色。之后或有影子
舞将派对的气氛愈演愈烈；或有杂技演员

活动回顾

极速夜， 
演绎“唯我”魅力

除了“极速夜”之外，实在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定义这样一场活力与激情的狂欢。时钟刚敲过八点，我们熟悉的保

时捷中心仿佛在瞬间换上了迷离灯光，摇身一变犹如时尚俱乐部。精心调制的鸡尾酒与五色霓虹，轮番上演着夜晚独有的

炫彩缤纷；知名 DJ 和 R&B 乐队为现场奉上至潮动感音乐，带领着所有的嘉宾们一起演奏着夜色中的都市脉动⋯⋯

文 陈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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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荧光穿梭人群，在黑暗中舞出城市霓
虹的五光十色 ……

当然，既然“极速夜”以跑车之名举办，自
然也少不了保时捷家族中的其他明星。除了 
911 系列车型之外，Cayman、Boxster 也同
时亮相，近距离地展现了它们引以为傲的保
时捷血统与传世风采。

跑 车这一主 题 更 以 别出心裁 的 形式 贯
彻 到了每 一 个 环 节 中。从 鸡 尾 酒 单 上
的“Boxster 威士忌”、“Cayman 马蒂尼”、 
“911 Edition Style 鸡尾酒”，到巧克力和
蛋糕上的跑车轮廓图案 。如您曾有幸受邀
并出席任何一场“极速夜”，那么想必会有
很多细节与亮点至今都让您回味无穷。

在全国各地成功举办的这宿狂欢让参与者
意犹未尽。值得庆幸的是，未能在第一时间
欣赏到 911 Edition Style 的车迷也能在随
后开展的试驾活动中直接体验这款限量车
型的魅力。而另一个让所有车迷都喜出望
外的好消息是，自今年起“极速夜”亦将作
为保留节目，于每年春节后上演，虚席以待
热爱跑车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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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接触

声音的记忆
保时捷具体在什么时候进入了自己的生活，Ron So 已记不太清楚。从孩提时组装的保时捷车
模，到 80 年代在香港街头看着它们呼啸而过，再到后来在加州一位朋友的 911 上亲自体验
驾驭的快感，时光荏苒，仿佛一直以来，保时捷都在伴随着他，载他驶过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

文 刘竹欣

第一次驾驶保时捷的经历，Ron 至今记忆
犹新。当时是在旧金山，他的一位朋友刚刚
购买了一部 911 Targa，而 Ron 对它一见倾
心，顿时便急不可待地想要亲手一试。“这
部车的操控性以及转弯时的灵活性都太不
可思议了，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一直跟你
聊个够。但它的惊人之处还不止于此。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声音。这与我以往开
过的所有车都迥然不同。”

这一非凡的听觉印象，后来便牢牢地烙印在
了 Ron 的记忆里。自那以后，他也开过不少
其他车型的保时捷，但仅有寥寥几回，他的
耳际才有“昨日重现”的惊喜。“后来我发
现，只有具备风冷技术的车型，才会发出如
此独特的声音。”命运之神似乎有意要成全
他，一辆罕有的白色保时捷 964 在缘分的
驱使下驶入了他的生活。这部车的车型与喷
漆的颜色都非常符合 Ron 的期望，并且车
况极佳，所有的部件（除轮胎外）都是 1991 
年在德国原装的。

在挑选属于自己的坐骑时，Ron 的理念与
他在建筑设计上的追求如出一辙。“我从来
不会刻意去设计最新潮、最时尚的东西。真
正的品味，在于尊重那些经过时间磨砺的
经典设计。在我的设计作品中，总有各种历
久弥新的元素存在，一如那经典的 911 引
擎，以及我那部 964 上的头灯。”Ron 认

为，像“蛤蟆灯”这样的设计，便是保时捷 
911 的精髓所在。

Ron 最钟爱的车型有两款：保时捷的 993 
Turbo 和 997 GT3 RS。当然，它们都拥有
风冷发动机。

由 于目前 身 在 大 陆，忙 于 诸 多酒 店 项
目，Ron 很少有时间开着自己的保时捷去
体验驰骋之乐了。但是，不管再忙，他每周
都会抽时间放松自己，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共享保时捷带来的激情。每个周日的
清晨，他会与一群车友开着各自的 964 在
西贡和元朗兜风，午餐时分，他们便海阔天
空地畅聊自己的保时捷故事。当我们问起 
Ron 为何对这部车抱有如此炽热的感情时，
他只是淡淡一笑，回答说：“只需听听这引
擎的声音，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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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锦华 Ron So

职业：室内设计师 

居住地：香港 

爱好：搜集古董、骑单速自行车、 

与爱犬 Latte 玩耍 

拥有的保时捷车型：964



文化与养生

葡萄美酒，不饮自醉
有这样一个比喻，收藏级的顶尖葡萄酒被称作“液体黄金”。实际上，来自各大机构的
数字都不一而同地告诉世人：顶级葡萄酒的收藏投资回报远远高于黄金、股票、证券市
场的投资收益。

文 陈雯斐

这里有一连串的数字证明：《环球葡萄酒》
的数据显示，投资法国波尔多地区的 10 种
葡萄酒，过去 3 年的回报率为 150%，5 年
回报率为 350%，10 年回报率为 500%； 
即便算上金融危机，代表高级葡萄酒的 
LIV-ex100 佳酿指数在过去五年内涨幅依
然接近 3 倍；2000 年产的拉菲酒庄出品的
葡萄酒价格涨幅更是同期黄金价格涨幅的 
9 倍 。

葡萄酒如此强大的感召力绝非偶然。这看
似玲珑剔透的琼浆玉液中实则承载着太多
厚重的内涵与文化。

从它迷人的琥珀色泽和醇香柔和的口感中，
有心人可以解读出阳光、季风和大地的祝
福，农夫和酿酒师辛勤的劳作与期待，以及
每一颗葡萄静静蛰伏于黑暗中数年的坚忍
与耐心。若再进一步，葡萄酒更称得上西方
文明的精髓，是圣体的象征、精神的救赎。
在诗歌和音乐作品中，也唯有它，具有与爱
和美同等的地位。

因而也就不难理解，2009 年夏季第四届广
东国际酒饮博览会上，一瓶名贵红酒缘何能
拍出 200 万元的天价。这瓶酒 1945 年产
自圣·艾米丽安特级大酒庄，是法国人为了
二战结束而特别奉上的纪念品。“和平守护

神”的美名赋予了它无法替代的文物价值，
再加上知名的产地与悠久的年份，自然为它
创下了历史性的身价。

和古董一样，世人对顶级葡萄酒的收藏不但
是为了财富的增值，也是对历史、宗教、文化
与艺术的尊重和传承。但这一爱好既需要
雄厚的财力、高雅而细致的情趣，更要求广
泛、深入的专业知识。显然，不是所有的葡
萄酒都有收藏价值。唯有那些可以长期陈
年，并具有增值潜力的顶尖葡萄酒才值得
投资。从收藏史来看，能够格列入此班葡萄
酒的不过百余种。

一些专业性的指导书籍告诉我们，决定这
一切的基本要素首先是长期陈年的能力。
大部分葡萄酒必须在上市后两三年内饮
用。据说，只有占总量 0.1% 的葡萄酒才具
有陈年 10 年以上的潜质，而通常顶级酒庄
头牌酒的产量也不过 2 万余箱。

比起数量来，葡萄酒日后能否稳健升值更
多是仰仗了品牌的优劣。极佳的产地、精湛
的工艺和数百年的信誉造就了名满天下的
波尔多五大顶级酒庄：拉菲、拉图、玛哥、
木桐和奥比安。目前拍卖场上最受追捧的
品种大多产自这里。而这几年间美国加州那
帕的顶尖葡萄酒也异军突起，和少数意大©

 iS
to

ck
ph

ot
o

2009 年夏季第四届 
广东国际酒饮博览会上， 

一瓶名贵红酒拍出  
200 万元的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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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品牌一起，开始成为投资家与藏酒家
追逐的对象。

年份是另一个为所有葡萄酒爱好者津津乐
道的话题。气温、阳光、雨水和大自然任何
细微的变化都会导致同一酒庄不同年份葡
萄酒品质与价格的不同。遇到好年份时，酿
造投资级酒的酒庄通常会提供期酒销售。
一到两年的等待固然让人心痒，但期待一
瓶美酒诞生的过程却自有一番乐趣。

此外，享有盛誉的世界级品酒师，Robert 
Parker 的评分和推荐也是值得信赖的重要
参考依据。对新手来说，尽量从可靠的酒
商，而非拍卖行里购入现酒，因为你无法
准确地判断上一任主人对葡萄酒的储藏条
件，不恰当的保存方式将极大地损伤它的
口感和价值。尽量购买大瓶装和整箱酒也
是不少行家的建议。当你将来要售出藏品
时，保留原酒庄木箱的包装，这会让人觉得
葡萄酒一直处于良好的保存条件下。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在于，你收藏葡萄酒时必
须认真地呵护它们。理想的葡萄酒贮藏环
境是恒温（13°C 左右）、恒湿（60% - 70%）、 
避光，并尽量减少任何搬运与震动。建于地
下室的酒窖是最佳选择，电子酒柜则次之。

一瓶完美的葡萄酒，需要人们用心酿造，
需要天公作美，有时还需要历史和文化事
件推波助澜，可遇而不可求。而这样让人
不舍开启的极品佳酿，世上少之又少。对
真正懂酒的收藏家来说，千姿百态的酒标
与世界文化在酒窖里汇聚成独特醇厚的气
息，未闻酒香已让人沉醉，但葡萄酒的价
值终将体现在饮用中。它们将在你精心准
备的酒窖中静静等待成熟，待这场甜美的
沉睡过后，软木塞开启的瞬间，回报给你
最盛美的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