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00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来自 PORSCHE EXCLUSIVE 的最新杰作,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全球限量 100 台。

聆听 · PORSCHE 
继伦敦和上海之后，“聆听·PORSCHE”

登陆上海，为车迷带来激动人心 

的品牌体验。

PORSCHE 卡雷拉杯－斯帕 24 小时耐力赛

来自世界各地 PORSCHE 卡雷拉杯的  

37 位车手齐聚斯帕赛道，上演了一幕惊心 

动魄的赛道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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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手工定制 终极品质
跑车定制是 PORSCHE 的一大传统。通过精湛的工程工艺与极致美学标准的
完美契合，PORSCHE 独家配件（PORSCHE EXCLUSIVE）让顶级的 PORSCHE 
跑车在动静之间都能彰显出强烈的个性特点。

文 Kimberley Hobson

“在打造汽车的时候，我们注重品质，而非数量。”费利·保时捷

（Ferry Porsche）的这番话，道出了 Porsche 品牌的至高理念——

打造最具品位、最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梦想跑车。从最早为客户度

身定制 Porsche 356 到今天，Porsche 一直以来都秉持“直接源于

工厂的个性化”的造车哲学，致力于打造独一无二的车型和限量版

跑车。在 1986 年以前，这种做法曾一度被称之为“特别愿望项目” 

（Sonderwunschprogramm），后来则更名为 Porsche 独家配件，而

其中的理念直至今日也丝毫未变。

Porsche 独家配件从一开始就强调凸显车主的个人风范。每一 

款车辆都像您的指纹一般独一无二：从个性化的配色，到奢华的

内饰面料，再到精选的材质，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突显车主的个

人品位和生活态度。正是这种超凡卓越的工艺和个性鲜明的特

征，让 Porsche 独家配件显得与众不同。如此非比寻常的造车工

艺，不仅要求极度的专注、耐性与投入，更需要最出色的技术。因

此，Porsche 独家配件的每一丝细节，都是出自深谙汽车工艺的大

师之手，从而确保了每一个元素都能满足严苛的 Porsche 标准。 

每一寸车身与内饰，都彰显出卓然不群的激情与美感，将车主自身

的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Porsche 独家配件曾打造出许多别具一格的经典车型，这其中

包括一部 1950 年产的 356，按客户定制要求配以人造皮草包覆；

还有针对 1968 年伦敦-悉尼拉力赛专为客户打造的一部 911S  
2.0。在近代车型中，911 Speedster 以及专为中国市场推出的 911 
 “十周年纪念版”都是由 Porsche 独家配件打造的特别版车型。而

如今，这一悠久的传统在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中又得到了

全新的演绎。

以 Panamera Turbo S Executive 车型为基础，全新的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是目前为止最奢华、也是最具独特品位的 Panamera  

车型，全球限量 100 台。从外观来看，该车型所彰显出的品位以及对

细节的精雕细琢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每一台车都经过了一丝不苟的纯

手工喷漆，采用黑玉色金属漆与栗棕色金属漆相搭配的双色调车身，整

体风格经典大气。作为其独特的身份象征，出气口下方的两侧分别镶

嵌有“Porsche Exclusive Manufaktur”徽章。除此之外，带照明的优

质镀铬车门槛护板上亦刻有“Exclusive Series”标志。

产自上世纪 50 年代、车身覆以仿真毛皮的 Porsche 356。

针对 1968 年伦敦-悉尼拉力赛专为客户打造的一部 911 S 2.0。

2013 年，为庆祝 Porsche 进入中国十周年而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911 

 “十周年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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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关于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的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者联系您当地的

Porsche 中心。

在车辆内部，对细节的孜孜以求同样一目了然。内饰的设计灵

感源自双色调车身喷漆，从深色胡桃木渐变为黑色钢琴漆，两种颜

色浑然天成。座椅采用精选的 Agatha 栗棕色高品质真皮，每一块

都经过精挑细选，由意大利著名的高端家具制造商 Poltrona Frau 

进行特殊加工。镶嵌在仪表板上的“Exclusive Series”徽章同样

引人注目，经过纯手工精心打造，并带有每一台限量版车辆的专属 

序列号。

同样专为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设计的保时捷后座娱 

乐设施升级版（Porsche Rear Entertainment System Plus）为

标准配置，包括位于前排座椅靠背后方的两个 10.1 英寸触摸屏， 

内置 DVD 光驱，蓝牙®耳机，SD 卡插槽以及采用 LTE 技术的选

装 WLAN 路由器，可给后排乘客带来丰富的娱乐享受。此外，车内

还标配了 Burmester® 高端环绕声音响系统，以提供最优质的音

效体验。

由 Porsche 独家配件倾力打造的全新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将精湛的工艺与典雅的个性化风格完美融合，必将成为公

路上令人为之侧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全球限量一百台的 Panamera Exclusive Series 将顶级的手工工艺和对细节孜孜不倦的追求彰显无疑。

内饰精选 Agatha 栗棕色高品质真皮，由意大利著名家具制造商 Poltrona Frau 

倾力打造，首次为本系列车型提供。

车门槛护板上的“Exclusive Series”

标识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身份。

手工缝纫材质，

缔造最高标准。

黑玉色金属漆与栗棕色金属漆相搭配，

尽显高雅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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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PORSCHE”
献给 PORSCHE 车迷的
视听盛宴

继在纽约和伦敦大获成功之后，“聆听·PORSCHE”活动于 6 月 14 日至  
28 日登陆中国上海。作为亚洲唯一一站，活动期间吸引了 40,000 余名 
热情车迷到场参观。

文 Ronni Rowland
摄影 Kai Har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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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Porsche”活动在位于都市繁

华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上海环贸 iapm 盛大

举行，利用丰富多样的视听元素，通过一

个全新的方式将 Porsche 品牌展现给中

国车迷。在活动现场，无论是年幼的孩子

还是心怀激情的成人，所有参观者都能

通过一系列高科技展示模块感受精彩的 

Porsche 体验，尽情探索 Porsche 品牌的

丰富内涵。如此的创新之举在中国尚属首

次，这一绝佳的互动平台满足了车迷们对 

Porsche 的期待。

穿越时空：Porsche 的过去与未来

“多媒体播放台”是本次活动的七大模

块之一，其亮点是精选的 16 张视听黑胶

片。通过 Bose 耳机带来的完美音质，参观

者可观看一系列视频短片，了解 Porsche 

在过去 60 余年来的跑车发展历程及其制

造工艺和赛车传统，并能一览 Porsche 引

领未来的创新技术。这些珍贵的影音记录

吸引了每一位参观者，甚至连年幼的小车

迷们也不例外。

这些黑胶片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如车主和 Porsche 的故事，将他们与  

Porsche 的缘分娓娓道来；互动式的 

 “Porsche 词典”则让车迷们可以学习用德

语来拼读有关 Porsche 的各种词汇短语；

而动画片“Porsche 登陆好莱坞”则将电

影《赛车总动员》中的卡通形象 Sally  
Carrera 演绎得妙趣横生，成为了各个年

龄段观众的最爱。

3D 震撼体验

在专为上海站特别设计的“360°赛

道体验”环节中，参观者们可以在著名

的 F1 赛道上来一圈身临其境般的驰骋

狂飙，感受 360° 全方位的震撼体验。通

过 3D Oculus Rift 技术，参观者宛如置身

于 Porsche 911 GT3 Cup 赛车的副驾驶

座上，坐在旁边的中国车手 Max 不仅会分

享一些关于赛道的知识，更会通过一连串娴

熟的车技演示，讲解各种驾驶技巧。这样生

动逼真的创新驾驶体验令最年幼的小车迷

们也为之流连不已。

视听空间

打开“视听空间”的大门，便进入了 

Porsche 的视听殿堂。通过 3D 投影技术，

将一部标志性的 Porsche 911 Carrera GTS  

置身于各个激动人心的模拟情景中，为参

观者们带来如幻似真的极致体验。其中最

激动人心的当属模拟在著名的德国纽博

格林北环赛道上纵情驾驭的场景。3D 投

影技术营造出极具现场感的赛道体验，再

加之 911 Carrera GTS 令人心潮澎湃的发

动机轰鸣声，让参观者如同亲临全球最著

极具互动乐趣的体验让小车迷们也乐在其中。

在多媒体播放台，参观者们可观看一系列精彩短片，徜徉在 Porsche 的世界里。

2015 年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的英雄—— 919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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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赛道，享受驾驶着 Porsche 跑车驰骋

的无穷快意。

见证冠军荣耀

为本次活动增添异彩的还有著名赛

车 919 Hybrid 的原型车。919 Hybrid 在 

2015 年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上包揽了前

两名，并为 Porsche 捧回第 17 座全场冠

军奖杯。6 月 14 日，“聆听·Porsche”活动

开启的第一天，恰好也是 919 Hybrid 问鼎

勒芒之日，因此这款车的展出更显意义非

凡。来宾们簇拥在这款赛车周围，争前恐

后地与之合影留念，也借此机会让自己成

为见证 Porsche 历史的一份子。这种与传

奇的勒芒冠军赛车近距离接触的体验无疑

为 Porsche 又带来了更多新的拥趸。

放眼当今世界，极少汽车品牌能像 

Porsche 这样，以如此开拓性的创新方式，

在 360° 赛道体验中，3D Oculus Rift 技术让参观者们感受到了赛车运动的无限刺激。

视听空间带来 Porsche 跑车强劲的声浪冲击体验。 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各方面都给大众带

来如此强烈的震撼体验。正如 Porsche 中

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智勇先生（Mr. Franz 
Jung）所言：“Porsche 历来致力于提供极

致的品牌体验，以此建立起与消费者之间

的深厚情缘。‘聆听·Porsche’通过全方

位多重感官的互动体验，让每一位来宾都

深入了解了 Porsche 品牌的文化、历史与

核心价值。”        

戴上 3D 眼镜，参观者们仿佛立即置身于一级方程式

的赛道，观看专业车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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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最具挑战的其中一条赛道——比利时斯帕赛道，2015 PORSCHE 卡 
雷拉杯斯帕 24 小时耐力赛激情上演。经过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较量之后， 
来自亚洲 PORSCHE 卡雷拉杯的范德瑞（CHRIS VAN DER DRIFT）与陈友贤 
双双登上领奖台，印证了 PORSCHE 亚洲区赛事的超高水平和强大实力。

文 Kimberley Hobson

雨中鏖战
PORSCHE 卡雷拉杯 － 斯帕 
24 小时耐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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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意大利、北欧、澳大利亚和

亚洲等全球各区域 Porsche 卡雷拉杯赛

中位居前茅的世界级车手，驾驶 37 辆完

全相同且均在德国精工打造的 Porsche 
911 GT3 Cup 赛车，于全球顶尖难度的赛

道上展开 45 分钟的极速竞逐——这就

是 Porsche 卡雷拉杯 - 斯帕 24 小时耐

力赛。在这场由法国与意大利 Porsche 卡

雷拉杯联合举办的赛事中，来自全球兄弟

赛事的车手齐聚斯帕赛道，力争为自己所

属的区域捧回无上荣耀的奖杯。7 月 23 日

至 25 日，为期两天的赛车盛事在比利时的

斯帕隆重举行，而这场比赛无疑是期间最

令人关注的焦点。

代表亚洲 Porsche 卡雷拉杯出战的

车手是锦龙车队的范德瑞以及捷成车队

的陈友贤。范德瑞与陈友贤在亚洲区赛事

战罢 6 轮之后，在总积分榜与 B 组积分

榜上分别位居领先位置，继而在 Porsche 
中国及其赞助商的支持下，代表亚洲强

势出征斯帕。在为期 3 天的赛车活动伊

始，Porsche 卡雷拉杯车队驱车游行在斯

帕镇的街头。在明媚的阳光中，车手们穿

行于风景如画的乡村与城镇之间，尽情领

略了这座赛车之城的深厚历史底蕴。而当

地热情的车迷也纷纷向自己喜爱的车手索

要签名并合影留念。

当天下午，两场自由练习在赛道上顺

利进行，而竞争的气氛也就此悄然弥漫

开来。由于采用全餐式的赛车规则，在 

 Porsche 中国的全力支持下，车手们一来

到赛道上便可开始跑圈练习，从而在正式

比赛到来之前抓紧时间熟悉赛道，调整自

己的状态。斯帕赛道是世界一级方程式比

利时大奖赛的比赛场地，也是全球最具挑

战的赛道之一，因此每一个直道、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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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都不容轻视。这条设计于 1920 年的

赛道全程有多段坡道以及数个急速弯，不

管是在专注力还是在车技上都对车手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当然也激发了他们驰骋

追逐的热情。范德瑞在赛道上表现得沉着

冷静，第二场自由练习时他交出了最佳的

成绩单，并在晚些竞争激烈的排位赛中名

列第二。“自从我 2004 年在欧洲开始赛

车以来，我在这条赛道上已经跑过几次了，”

范德瑞表示。

对于来自捷成车队的车手陈友贤来说，

斯帕赛道则意味着全新的挑战，因为在所

有参赛选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首次

踏上这条赛道的车手之一。不过，随着一

圈一圈的练习，陈友贤的信心也在不断增

加，他还抽时间研究并制定了在即将到来

的比赛上所采用的驾驶策略。“这是我迄

今为止开过的最具挑战的赛道，因此我告

诉自己一定要尽情地享受这样的比赛，”陈

友贤回忆道。“像艾奥罗格弯（Eau Rouge） 

这样的弯道我此前从未体验过，连见也未

曾见到过，而那种在赛道上爬坡的感觉也

是任何模拟器和视频都无法复刻的。”

两场试车都是在晴好的天气中进行，

但到了比赛当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

来，让车手们颇有些措手不及。雨天的环

境将赛道的难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轮胎

的抓地力大打折扣，弯道和白线部分也会

变得如玻璃般光滑。虽然对这一意料之外

的情况没有特别准备，但范德瑞凭借高度

的专注和顽强的斗志，在整个比赛中都

表现得极为出色。这位锦龙车队的车手从

第四位发车，一开始便凭借一个完美的

超车跃居第三位，之后又在倒数第二圈中

超过了法国车手马修·贾米特（Mathieu  
Jaminet），最终登上了亚军领奖台。“这场

比赛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在雨天环境下

没有任何的试车或练习，直接就进入到比

赛，”范德瑞表示，“并且这也是我第一次

在湿滑的路面驾驶 911，我必须快速领会

很多东西。

与他同样来自亚洲 Porsche 卡雷拉杯

的陈友贤也在比赛中技惊四座。“在三分之

二的比赛时间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

想所有人里面像我这样的斯帕赛道新手大

Porsche 卡雷拉杯车队在奥地利斯帕镇的游行吸引了许多观众。

“这场比赛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 
在雨天环境下没有任何机会试车或练习，

直接就进入到比赛。并且这也是 
我第一次在湿滑的路面驾驶 911， 

我必须快速领会很多东西。
——范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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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就两三个吧。我们在赛前的几个小时就

知道要下雨，因此我们都下定决心不给对

手有超车的机会，”陈友贤说。他的坚持和

专注赢得了回报，最终他在完赛的 B 组车

手中排名前 10 位，并赢得了法国 Porsche 
卡雷拉杯 B 组季军，从而也登上了领奖台。”

我对自己在斯帕赛道上的表现很满意。 

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赛车水平，在这样一

条极具挑战的赛道上与众多优秀的对手竞

争，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锻炼。”陈友贤坦

言道，“我知道欧洲的车手和车队有着很

强的实力，再加之高难度的斯帕赛道，其

中的挑战对我来说无疑是非常严峻的，但

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并从中受益良多。”

Porsche 卡雷拉杯 - 斯帕 24 小时耐

力赛全面彰显了 Porsche 赛车运动的国

际影响力，而范德瑞与陈友贤双双登上

领奖台也充分印证了亚洲 Porsche 卡雷

拉杯不愧是亚洲地区最顶级的单一车型

赛事。Porsche 中国赛车运动经理季博安

（Alexandre Gibot）先生在评价两位车手

的出色表现时说：“我们成功地展示了亚

洲 Porsche 卡雷拉杯在世界各地跑车比

赛中的强劲实力，也再次证明我们的杯赛

是具备国际高水平的赛事。”

亚洲 Porsche 卡雷拉杯 2015 赛季

已接近尾声，收官之战将首次与世界耐力

了解亚洲 Porsche 卡雷拉杯的最新动态， 

请扫描二维码，或关注亚洲 Porsche 卡雷拉

杯的微信公众号：CarreraCupAsia。

范德瑞继续保持自己的强劲势头。

一场雨中激战之后，陈友贤（左）与范德瑞（右）

都顺利登上了领奖台。

团队协作——两位车手得到了 Porsche 中国

和赞助商的全力支持。

“我知道欧洲的车手和车队有着很强的实
力，再加之高难度的斯帕赛道，其中的挑
战对我来说无疑是非常严峻的，但我很喜

欢这样的挑战，并从中受益良多。”
——陈友贤

锦标赛（World Endurance Championship）
联袂上演，将于 10 月 30 日到 11 月 1 日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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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日常的琐事，驾驶全球最顶级的跑车去探索世间最美的风景， 
这就是 PORSCHE 旅行俱乐部的宗旨。今夏 7 月，一群  
PORSCHE 车友驾驶 PORSCHE 跑车，饱览了青海的自然壮景， 
也领略了当地迷人的异域风情。

文 Kimberley Hobson
摄影 Charlie Xia

驰骋大美青海
PORSCHE 旅行俱乐部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带，境内

高山耸立，高原与深谷延绵错落，这一切美

景便是 Porsche 旅行俱乐部此次青海之旅

所探索的目的地。今年 7 月，我们精心安排

了为期 4 天的驾驶之旅，周密的旅途路线

使每一位车友在旅途中都感受到了纵情

驾驭的乐趣，也让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

美妙回忆。

青海之旅的前两日，路途相对平坦，

是体验 911 Carrera 的卓越性能和广袤

天地间纵横快意的绝佳机会，这样的淋

漓畅快之感是在城市街道上无法享受到

的。驱车穿越于峡谷之间，车友们来到了

第一站——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有

一路之上，不仅风景美不胜收，而且整个
服务团队，尤其是向导和驾驶教练， 
也极为体贴。他们的付出，让我们的 

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精彩。”

驱驾 911 穿越青海境内大气磅礴的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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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一路上，随行的 

 Porsche 教练为车友们提供了全程支持。 

曾广洪女士第一次参加 Porsche 旅行俱乐

部，她对教练的专业指导赞不绝口。“在掌

控车队方面，特别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

时候该超车，教练们做得非常好。这是我

第一次在这种路况下把 911 的油门踩满，

那种提速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要是能多玩

几天就好了。”

旅途的第二天，在风景绝美的青海湖

畔，车友们驱车环湖，继续体验着  Porsche 

跑车带来的极致乐趣。途中稍作停留，欣

赏青海湖那湛蓝无际的湖面，感受心灵的

宁静。正是因为有 Porsche 团队与旅游向

导无微不至的关照，才让每个人都能够全

然放松身心，尽情享受这令人心旷神怡的

旅程。李丛锋先生是与太太一起第一次参

加青海之旅，他表示：“一路之上，不仅风

景美不胜收，而且整个服务团队，尤其是

向导和驾驶教练，也极为体贴。他们的付

出，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精彩。”

此次驾驶之旅的后半程贯穿于群山巍

峨的祁连山脉。车队的座驾由 911  Carrera 

换成 Macan, 在崎岖的山路上，这款紧凑

型 SUV 彰显出与生俱来的超凡越野能力，

带领车友们穿越了一个个古朴的村庄，领

略别具特色的当地文化。“我以前也来过

青海，但这一次我们去的地方完全不同，”

朱成恩先生表示。“这次旅途的安排也

十分周到，就连一些最小的细节，比如茶

歇时提供的咖啡，都面面俱到。我们什么

都不必担心，只需痛快地体验纯粹的驾 

驶乐趣。”

最后一天，车队穿过祁连山返回此行

的终点站西宁。行车途中，那连绵起伏的山

峰和风景如画的油菜花田，令王东先生叹

为观止，也促使他决定参加  Porsche 旅行

俱乐部的西藏之旅。他说：“我以前参加

过加州 1 号公路之旅，感觉很棒，因此这

次我邀请了一位朋友与我同行。Porsche 

旅行俱乐部提供了绝佳机会让朋友们可

以聚在一起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每一段旅程都与众不同。对于参加 

Porsche 旅行俱乐部青海之旅的车友们来

说，这一次的旅行无疑是最独特，最难忘

的。在旅途中结识新的朋友，收获新的回

忆，感受新的体验，这所有的一切都使得 

Porsche 驾驶体验之旅无与伦比。       

“这次旅途的安排也十分周到，就连一些 
最小的细节，比如茶歇时提供咖啡， 

所谓面面俱到。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 
只需痛快地体验纯粹的驾驶乐趣。”

“我以前参加过加州 1 号公路之旅， 
感觉很棒，因此这次我邀请了一位朋友与
我同行。Porsche 旅行俱乐部给朋友们提

供了聚在一起放松心情、享受生活
的绝佳机会。”

门源油菜花海让车友们玩得尽兴，也拍得过瘾。

一只骆驼加入了 Porsche 车队的行列。

载歌载舞，感受当地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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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SCHE 不仅仅代表着全球最顶级的跑车——它更象征
着一种激情四射、追求自由的情怀，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态
度。2015 年，PORSCHE  发起了名为“挚”的全新活动，旨
在深入部分 PORSCHE 中国车主的个人生活，揭示他们的价
值理念，探索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怎样的挚热动力驱策着他
们不断前行。

文 Kimberley Hobson

挚
描摹非凡人生

在这里，我们将认识两位在此次活动中出镜的 Porsche 客

户，了解是怎样的雄心壮志、人生信条和独有的愿景，鼓舞着他

们日复一日地不断接近各自的梦想。他们充满活力，雄心勃勃，

他们凡事都有着极高的标准——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

座驾，都是如此。这样的信条，无疑能在 Porsche 客户中引起

广泛的共鸣。通过本次活动，Porsche 车迷们可以更加深入地

感悟到这些挚爱 Porsche 的客户们所展现出的人生哲学和生 

活激情。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浏览我们的专题网站，或直接登录 
thedriven-stories.com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继电器 
也许不过是小小的塑料零件，但对我来说， 

它们却意味着一个世界，一个机会。”

“作为一个导演，意味着你要有一种责任感。 
对我而言，电影的意义不在于创造一些权威性的东西， 

而是去记录、提醒和引导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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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浩翔  
导演

才华横溢的广告导演，以独特的视角

雕琢影像，善于将故事娓娓道来——这

就是卢浩翔，一个创意不断、拒绝平庸的

男人。他认为，通向人生目标的路不会笔

直到底，往往需要转很多个弯，而这样带

来的挑战和乐趣，正是他所钟爱的。一如

他在驾驶 Boxster 时的感觉。

王兆春 
企业家

80 年代，王兆春开始接触继电器行

业。从一名普通工人到一家全球占有率约 

3% 的继电器公司负责人，他凭的是一股 

 “不断超越现状，不断追求完美”的干劲，

靠的是他无止尽的探索精神。他的座驾是 

911 GT3。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应当把精力 
投入到一件事情上，然后要尽可能地多学习。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做电影，其实是希望某个时间、 
某个空间被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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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虹桥 PORSCHE 中心
盛装开业
2015 年 6 月 17 日，昆明第二家 PORSCHE 中心——昆明虹桥 PORSCHE 
中心盛大开业。

新中心总占地面积达 12,573 平方米, 现代化的展厅可同时陈列 18 台 Porsche 

跑车。作为武汉康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投资建设的第四家 Porsche 中心 ,

这座全新设施不仅将为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广大车主及车友在选购全系 Porsche 

跑车时提供诸多便利 , 更将带来 Porsche 品牌享誉全球的卓越服务与无微不至

的客户关怀。

昆明虹桥保时捷中心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虹桥路 5599 号
电话：+86 871 63561 911

新闻

Porsche 中国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柯实迈先生将开业纪念礼物 

赠与昆明虹桥 Porsche 中心总经理保孟扬先生。

传统云南花腰歌舞表演。

MARKET PAGES
CHINA
Porsche（China）Motors Ltd.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

东方路 1215-1217 号 3 层
邮编：200127

Franz Jung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电话：+86 21 61565 911
传真：+86 21 61682 911

电子邮箱：info@porsche.cn
网址：www.porsch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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