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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1：日常饮食营养均衡

有的家长给宝宝每天吃一大堆保健品来维

持身体的免疫力， 殊不知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来

源是天然健康的食物。

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指出， 要增强身体的

免疫力，最重要的就是营养充足及均衡，日常饮

食多样化。 建议每天三餐一定要摄取主食三到

六份、牛奶两杯、蛋鱼肉豆类大约四到五份，此

外蔬菜至少三份、水果两份。尤其对于上班族来

说，蔬菜及水果明显摄取不足，因此要提醒自己

每餐一定要吃蔬菜水果， 并且尽量吃多种类的

食物，不要总是吃某些特定的食物，这样容易造

成营养的偏废。

法宝2：餐桌常见香菇木耳

哪些食物最能提高宝宝免疫力？专家介绍，

可以多吃一点富含多糖类的食物， 多糖类食物

经研究证明对免疫力有积极影响。

公认的能提升免疫力的食物为多糖类，自

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有学者研究发现大型食用真

菌、 植物多糖等多糖类食品有助于提升机体免

疫力， 尤其是香菇中已证实含有一种干扰素诱

导剂，能干扰病毒蛋白质的合成，提高抗病毒免

疫力。建议宝宝多吃菌类，如香菇、木耳、灵芝，

以及银耳、 竹荪等， 此外还有植物多糖类如魔

芋、莼菜、萝卜等，但并不是短时间内大量吃就

能提高免疫力，而是要长期有规律地摄入。

法宝3：牛奶大蒜保健康

除了多糖类食物， 蛋白质也是提升宝宝免

疫力的重要元素。

专家表示， 蛋白质不仅是构成人体细胞的

基本元素， 同样也是构成白血球和抗体的主要

成分。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使淋巴球的

数量减少，造成免疫机能下降，所以一定要多摄

取优质高蛋白质的食物，例如新鲜的猪瘦肉、鸡

鸭鱼、蛋类、牛奶以及奶制品，建议一天喝两杯

牛奶，维持适当的蛋白质摄取，还要多喝酸奶，

适当饮用含有优质乳酸菌的饮料， 促进体内的

微循环。此外，不要忽视大蒜这个“健康卫士”，

每天可在宝宝菜肴里加一点蒜末。 大蒜不仅抗

氧化，还能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对于巨细胞病

毒有抑制作用，可促进T淋巴细胞转化，增加白

血球及巨噬细胞的活性。

法宝4：综合补充微量元素

在注意了日常饮食， 并摄取了多糖类食物

和优质蛋白质之后， 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宝宝

体内的各种维生素是否充足和平衡。

专家指出，宝宝尤其要注意补充的维生素主

要有维C 、E和B。 其中维C能增加白血球吞噬细菌

的能力，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有效的抗氧

化物和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而维E为自由基的克

星，也可促进抗体产生，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维

生素B则与体内的抗体、白血球的产生有关，缺乏

维生素B会影响到淋巴球的数量及抗体的产生。此

外，矿物质也是影响人体免疫力的重要角色之一。

专家建议， 家长可能平时并不知道宝宝到

底缺乏什么维生素， 所以不妨补充专门添加了

微量矿物质元素的综合维生素补充剂， 不仅能

让宝宝精力充沛，也能提升抵抗力。

法宝5：充足睡眠对抗病毒

睡眠与宝宝免疫力也是密切相关。 中国抗

癌协会专家介绍，科学研究表明，睡眠时人体会

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 此因子促使

白血球增多， 巨噬细胞活跃， 肝脏解毒功能增

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

专家表示，宝宝进入睡眠状态后，各种有益

于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过程便随即开始， 所以

幼儿每夜的睡眠最好保持至少8小时，白天也最

好养成午睡的习惯， 因为长期睡眠不足会给宝

宝机体造成损害，包括思考能力减退、警觉力和

判断力下降、免疫功能低下。

法宝6：少油少盐少糖

在给宝宝多吃提升免疫力的食物同时，我

们还要学会分辨很多会降低宝宝免疫力的食

物，并与之保持距离。

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介绍， 很多宝宝喜欢

吃甜食，但甜食会影响到白血球的制造与活动，

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此外，吃东西太油腻

也不利于宝宝免疫力的提升， 尤其当摄取了太

多不良脂肪如反式脂肪酸， 会使体内免疫细胞

变得“懒惰”而无法发挥功能，所以在烹调时要

少油少盐，尤其不要吃油炸的食品。

法宝7：每天坚持有氧运动

在饮食、睡眠之外，运动也是保持宝宝良好

抵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家指出，有研究数据显示，如果宝宝每天

运动30到45分钟，每周5天，持续12周后，免疫细

胞数目会增加，抵抗力也相对增加。而运动的类

别则以中轻度有氧运动为佳，而且要经常进行，

这样不仅能提高免疫力，还能缓和情绪，缓解压

力。天气适宜的话，周末时带宝宝出门郊游是增

强宝宝免疫力不错的选择。

法宝8：调节情绪保持乐观

增强免疫力的最后一剂良方， 就是让宝宝

保持心情的愉快与内心的平衡。

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表示， 免疫力与人的

情绪其实关系密切，已经有研究发现，敌视、悲

痛、失落、忧愁等消极情绪都能导致人体免疫力

下降，而开朗活泼的性格、愉快的情绪则会提高

宝宝免疫力。因此，宝宝只有在内心平衡愉悦的

状态下，免疫力才是最强的。

法国南方大餐

———朴素的惊艳！

法国南方是一家餐厅， 却起了一

个不像餐厅的名字，让人浮想联翩。法

国本身已是浪漫的代名词，而其南方，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摇曳在世界人民的

脑海里， 南部小镇秀丽的风景在各大

欧洲文艺电影里被拍摄得醉人心弦。

古城堡，日落，葡萄园，啤酒，还有蜜糖

一样奢侈的阳光， 以及放慢了脚步的

时间， 这就是法国南方给予我们的所

有想象。

所以，这家名叫法国南方的餐厅，

自然拥有了天生的优越感。 尤其对于

热爱小资范文艺范的青年们来说，更

是这样。Inner， 你有没有被这个名字

所吸引？

所幸，这家餐厅没有辜负我们的想

象力。 它的装修没有走向奢侈华丽，没

有走向清新碎花，它走向随意，简单，自

然， 就像法国南部小镇平原上一个普通

的石头房一样朴素，所以反而惊艳。所有

西餐优雅正式的架子都放下了，dear�in-

ner， 吃饭本来就是一件随意的事儿，这

种自然不做作的调调你喜欢么？

很多西餐厅的食物出品，需要拌着

它的环境一起入口才觉美味。 所以，当

你喜欢了一家餐厅的名字和环境，那

么，对它菜品的期望值是更高了还是已

经无所谓，放低要求？不过对法国南方

不必有这种担忧，上IN 成都查一查，大

多数inner对他们家菜品还是很满意的。

奶油蘑菇汤、烤羊奶酪沙拉、凯撒沙拉、

金枪鱼披萨、 普罗旺斯柠檬大鸡腿，都

是不错的选择。

潮润的天气里，你可以遥想法国金

黄金黄的阳光。所以，推荐inner，从秋季

的成都出发，到法国南方，吃大餐！

最

IN

空间

火辣辣的太阳，冰爽爽的心!忍不

住的诱惑，放不下的甜蜜滋味!趁着冬

天还没有真正地来临，赶快抓着秋天

的尾巴， 去赶上品尝甜品的末班车

吧！红豆龟苓膏配以抹茶或者香草口

味的冰淇淋球，是不是听上去就很美

味呢？ 店家的环境也非常的清爽明

亮。世界那么大，我们能抓住的就只

有吃在肚子里的食物和记在脑子里

的知识呦！

用户点评：感觉比其他店质量好

很多， 以红色与黑色为主打元素，室

内看起来很有范儿，青翠的植物给冬

日增添了一丝春意。阳光明媚的日子

还可以去室外坐坐。杨枝甘露芒果汁香

甜，西米弹弹的很可爱，芒果品质比较

好。 服务比较亲切， 路过可以坐坐哦。

（吃蛋糕的鱼）

最

IN

活动

又到了深秋时节， 出门逛街不

如在网上买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

不，这里就为您带来了2元抢购价值

20元的伊藤洋华堂网络超市代金

券，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购物，还

可以满百就免费送货上门哦！ 一共

5000张代金券你还不心动吗？ 快登

录IN 成都团购页面查看吧！

活动时间：

10月12日，售完即止。

本团详情：

1.本次活动每人最多限购20元

促销优惠券2张。

2.本次活动促销优惠券仅限在

伊藤网超w w w .yiteng365.com 注册下

单后使用， 请于10月20日至11月30

日期间使用。

3.本促销优惠券可用于伊藤网

络超市上购物抵扣 （包含特价商

品）， 购物满200元即可使用20元促

销优惠券。

4.本促销优惠券不兑现， 不找

零，不可累积使用（每笔订单只能

使用1张促销优惠券），如您购买了

多张促销优惠券，可分次使用。

5.在伊藤网超消费时，请根据

提示一次性依次输入所团电子码。

在您选择的商品满200元之后自动

抵扣20元。余下的金额，在收到货时

直接支付给配送人员即可。

2元抢20元伊藤网络超市代金券

最

IN

优惠

喝点苦荞茶 轻松去油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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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佳节胖三斤！Inner， 你胖了

没？国庆节好吃好喝好玩，虽然是痛

快，不过肚子上的脂肪却是实实在在

的可以触摸到的伤痛呀！呵呵，不妨

喝点苦荞茶吧，去一去油腻，败一败

火气，还原一个清爽的自己！即日起，

登录IN 成都， 仅30元即可享受原价

120元的大凉山老彝家全胚苦荞！500g

的大包装哦！麦香浓郁，口感醇厚，品

后唇齿留香。让自然美味的彝城苦荞

茶，给Inner们的节后一点清爽吧！

最

IN

地带

恒记甜品（签到1243次）

增强宝宝免疫力

大法宝

社区 妈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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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酒带您体验好

山好水好味道

据悉， 参加由劲牌公司发起的

“跟着劲酒去旅行” 活动，只需登陆劲

牌官方网站进入活动页面， 玩一把闯

关游戏，就能获得“劲酒体验之旅” 的

抽选机会。既能游山玩水，还能品尝美

酒，活动一经推出便受到广泛关注。

幕阜山，绵延三省，森林覆盖94%

的土地。 繁茂的植被、上佳的水质，让

幕阜山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的一大

酿酒佳地。 幕阜山中的千年古泉———

翟湾泉，清澈甘甜，还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及9种有益微量元素。劲酒选用翟湾

泉等7眼天然泉水作为水源，酿就出清

香甘醇的劲酒原酒。游山玩水累了，就

到劲牌枫林原酒基地， 尝一碗清香小

曲酒。如今，劲牌公司在枫林建立了全

球超大的小曲酒生产基地， 实现了酿

酒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

益佰制药加速

整合贵州苗药

现代化苗药前景广阔

苗药与藏药、蒙药、维药同属中国

四大民族医药，民间有“千年苗民，万

年苗药”之说。 近日，贵州省召开民族

药业和特色食品产业发展大会，宣布将

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中药现代化生产

基地，全面提升民族药业核心竞争力。

益佰制药作为贵州省医药行业的

龙头企业，正在联合多家苗药企业，组

建贵州苗医药集团。

同时， 益佰制药历时近二十年潜

心研制的苗药 “四味大果木姜子” 有

望获得生产批件， 成为全国首个按照

SFDA药品注册管理法的苗药新品，为

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董事长窦

啟玲说，“组建苗药集团的同时，我们

将与北京中药大学联合拟招收第一批

苗药专业研究生。 在壮大企业自身的

同时，为苗药的发展创造条件，为贵州

药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实际杠杆更胜一筹

银华锐进捕捉

反弹更快一步

节后第二个交易日 （10月9日），

沪指强势收复2100点， 杠杆基金再度

占据反弹第一线， 其中银华锐进涨幅

5.91%， 位居当日股票分级基金B类份

额季军，同时以逾4亿的成交金额居同

类之首。

随着市场的上涨， 银华稳进的隐

含收益率扩大，价格会出现微跌，这将

扩大银华锐进价格上涨的空间， 因此

银华锐进的实际杠杆将大于当前价格

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目前的市场

行情下捕捉市场反弹， 银华锐进是较

好的投资标的。

洁净更护衣 松下新泡沫净轻松应对换季洗

秋天如期而至， 很多家庭这时都会大量

洗晒衣物，一来可以将夏季衣衫收纳“入库”，

二来则可以提前清洗秋冬衣物，以备“一场秋

雨一场寒”的不时之需。

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应对秋季换洗工

作，松下特别推出新泡沫净系列洗衣机，将深

层清洁与精洗程序合二为一， 充分显示出洗

衣、护衣真功夫。

换季必备 新泡沫净彰显洁净魔力

初秋时节，早晚温差大，薄、厚衣服往往

要交替穿着、同时洗涤，这就对洗衣机的洗涤

功力有了更高要求。为此，松下从延长洗涤剂

工作时间入手， 独创性地设计了一个装

置———泡沫发生器，从而大幅提升了洗净比。

据介绍，洗衣粉溶解有一个曲线，在投入

洗衣机桶后大约5分钟才开始溶解。 因此，在

12分钟左右的洗涤时间里， 洗涤溶液发挥作

用的时间只有大约7分钟。

而延长洗涤剂的实际工作时间， 将使洗

衣粉溶解更加充分、彻底，洗涤效果就自然更

出色。值得一提的是，松下新近推出的新泡沫

净系列洗衣机还搭载了升级型的泡沫发生

器，洗净魔力更胜一筹。

洗涤过程中， 洗涤剂放入升级版泡沫发

生器后， 在进水的同时即可迅速转化成丰富

而细腻的微泡沫洗涤溶液。 这些洗涤溶液紧

密包裹在衣物的周围， 并快速渗透到衣物纤

维深处，充分瓦解并分离油脂、汗渍等深层污

垢，一举实现了洗净均匀率的大幅提升。

贴心呵护 洗护合一“精洗”不断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随着气温逐渐

转低， 不少消费

者会将压箱底的

羊绒类衣物清洗

一番， 以备冷天

御寒。

然而手洗太

累、干洗太贵，在

家机洗的话，这

类衣服又很“娇

气”，稍有不慎就

会出现抽丝、变

形等现象， 影响

衣物的穿着和美

观。

在这方面，

松下新泡沫净特

设专门洗涤高档

衣物的精洗 程

序， 实现了如同

人手一般的轻柔

压洗， 贴心呵护

衣物。

据悉，精洗

技术结合四 重

瀑布水流与 盆

型大波轮，不仅加强了水流的力度，提高

了洗净与漂洗的效果。 还有效降低了对

衣物的缠绕和磨损， 让洗衣机在实现高

洗净比的同时，对衣物充分呵护，助力消

费者畅享品质生活。

手笔双控 极致商务 E人E本T5震撼上市

2012年8月28日，商务平板电脑领域的领

军品牌E人E本在北京发布了首款支持“手笔

双控” 的新一代商务平板电脑———E人E本

T5。 再一次将平板电脑从内容消费型的“娱

乐玩具” 转向价值创造型的“生产工具” 的

设计理念推向极致。 据悉，新一代E人E本T5

不仅在硬件配置上全面升级， 更是在原笔迹

手写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点触控的功能， 自主

研发的MindSense手笔双控技术，确保整机操

作体验更加流畅自然， 有效避免了手笔交互

操作中的相互干扰，开创业界之先河。

本次发布的新一代E人E本T5内置全新

的手写办公系统， 将原笔迹数字书写技术全

面深入地嵌入到各项办公应用之中。例如：在

文稿本中，大篇幅、原笔迹的书写可以整页识

别为word文档或txt文档， 识别率高达90%左

右；在手绘本中，一幅绘画作品可以直接输出

为指定大小尺寸、指定格式的图片；在office

或者电子邮件中， 可以直接原笔迹签批或批

注；在浏览网页时，能直接用笔圈画重点、手

写批注，保存到网摘本后还可以随时通过E人

E本、PC甚至手机浏览查阅等等。率先解决了

商务平板电脑生产力无法转化为实用价值的

“信息孤岛”问题。

此次与T5一同发布的，还有E人E本的智

慧云服务（MindCloud）平台。 智慧云服务打

通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共享问题，实现“四

屏互动” ，为用户带来信息、应用、数据的无

缝体验。 与云服务结伴而生的是对于数据安

全的保障系统。作为商务级的平板电脑，如何

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保密非常重要。 E人E本

从数据安全、应用安全、设备安全、云端安全

四个维度为用户构建了“安全系统构架” ，通

过数据加密、追踪定位、远程控制等方式实现

安全无忧的产品使用体验。可以说，在云应用

方面E人E本也走在了行业前端。

E人E本董事长兼CEO杜国楹表示 ：

“‘专注’是E人E本最大的优势。 我们倾注所

有的力量做好一件事， 就是让移动办公更加

便捷和高效。 在这方面， 我们比别人想得更

多、做得更好。 ” 事实上，E人E本是目前全球

唯一一家长期专注于商务平板电脑设计和研

发的厂商。 凭借原笔迹数字书写专利技术和

独特的手写办公应用软件， 在中国平板电脑

市场份额中位列三甲， 在诸多行业及企业中

崭露头角。业内人士指出，2015年全球平板电

脑出货量将达到约2.7亿部, 而在中国市场，

2015年平板电脑销量有望超过3000万部。E人

E本作为最早踏入商务平板电脑领域的企业，

在精雕细琢近一年之后， 携T5高调出征，必

将再次引领商务平板电脑新潮流。

超极本的高效性能之选———Acer时睿M5

高效美型的超极本Acer时睿M5，是可以

满足日常使用的全能平衡本，既保持了轻薄、

便携的机身， 同时又考虑到影视发烧友及游

戏 玩 家 的 需 求 ， 搭 载 DVD 光 驱 以 及

GT640M/MLE高端独立显卡、500GB的大容

量硬盘， 是为数不多拥有独立显卡和光驱的

超极本，整机性能更加出色。

M5分别拥有14英寸以及15.6英寸屏幕，

金属机身，硬朗设计，巧克力背光键盘，设计

使机身在2� cm(Acer� 时睿M5-481T)的厚

度内，机身虽薄但坚固不打折；配置了专门为

其超薄模具打造的高密度、 超轻盈锂聚合物

电池模块，承袭timeline时睿经典性能，8小时

续航，1000次充电循环， 休眠状态下80天待

机。

Acer全时在线功能， 在休眠状态下依然

实时更新网页内容与收发电子邮件。 而瞬间

唤醒技术能在1.5秒内将电脑从休眠中唤醒，

省时高效，时刻掌握最新信息。

M5搭载杜比第四代家庭影院技术，130

万像素的高清高感光摄像头， 感光能力强且

色彩鲜明。 特有的酷冷气流降温技术,� 优化

主板零组件布局及气流导向设计, 绝不存在

机身发烫的问题。 高效美型、轻盈强韧，Acer

时睿M5真正为商务人士打造，实现强劲性能

和便捷移动性的统一， 是超极本中尤其强调

性能的一款。

汇添富三季度股票投资能力夺冠

今年三季度，A股加速下跌，拖累

偏股型基金业绩跳水， 但是其中也不乏

业绩佼佼者，汇添富基金凭借前瞻的预判

能力及强大的投研实力脱颖而出。

最新数据显示，汇添富基金公司

第三季度的股票主动投资能力得到

两家权威评级机构的一致认可———

在银河证券和海通证券最新发布的

第三季度基金管理公司权益类投资

能力排行榜中均拔得头筹。

另据报告，该公司最近2年、最近

3年的权益类投资能力排名分别为14

位和11位，表明公司长中短期业绩均

出色。

第七届“港华紫荆杯”烹饪大赛

总决赛在常州隆重举行

2012年10月10日， 第七届港华紫

荆杯烹饪大赛总决赛在常州完美上

演。 本次大赛不仅召集全国各路美食

达人，更是吸引众多媒体的热切关注。

同时香港名牌“港华紫荆”为消费者打

造环保节能厨房的专业品质和专业服

务理念也深入人心。

港华紫荆杯烹饪大赛完美上演

第七届港华紫荆杯烹饪大赛总

决赛现场采用实景田园主题的概念，

绿色的草地、成熟诱香的桃李瓜果布

满整个大赛现场，让选手和来宾都充

分享受田园烹饪、明火煮食、漫漫飘

香。

本次大赛由18支来自全国各地的

美食达人队伍组成，他们用精湛的厨

艺征服了在场的评委和现场的观众，

本次大赛最后决出金牌掌勺人1名、银

牌掌勺人3名、铜牌掌勺人5名。

港华紫荆传承百年经典品牌

中国的明火煮食文化源远流长，

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港华紫荆作为

一个品牌更是传承了150年中华燃气

的精髓，而这种精神正是港华紫荆品

质的保证。 港华紫荆作为中国知名专

业燃具品牌， 主要产品包括燃气灶、

热水器、抽油烟机、消毒碗柜四大类

产品， 国内销售累计已超过100万台，

其倡导的一站式服务理念已经引领

行业新发展，有主导厨具行业整个生

态产业链的优势和渠道优势。

中华煤气150年的发展，在对厨具

的认知上相较于其他品牌会更具独到

和深刻的见解， 在厨具的设计理念会

更加的人性化， 而母公司的港资背景

也是对其服务理念的保证，加上“专业

服务，家添安心”的信念，相信港华紫

荆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辉煌。

9月25日， 为期5天的第九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 作为

本届博览会的指定商务接待用车，40

辆风行菱智以其大气的商务形象与

卓越的品质， 圆满完成了接待任务，

获得了与会各方的一致肯定，风行菱

智的冠军品质再次获得国际高端会

议的认可。

据悉，成为高规格国际盛会的指

定用车， 风行菱智早已不是第一次，

它不仅数度闪耀东盟博览会，更屡获

亚洲博鳌论坛指定公务用车的殊荣，

充分展示了我国自主品牌公商务汽

车的实力和水平。

闪耀东盟博览会

笔者在东盟会现场，看到穿梭于

各种商务接待的博览会指定用车风

行菱智时，顿时被独具的“全景五天

窗”所吸引。 其经典的半子弹头造型，

大气内敛中不乏时尚色彩，国际化的

商务空间、充沛的动力、稳健的车身

以及舒适的驾乘享受，使风行菱智在

这个东亚及东南亚多国领导人出席

的高规格国际盛会上更显光彩夺目。

博览会秘书处也表示，风行菱

智在多功能公商务接待用车中属

上乘MPV。 360度旋转的包覆式座

椅，可以快速形成对向座椅，满足

嘉宾对移动会议及商务接待等工

作的需求。 风行菱智搭载排量为

2.0L/2.4L的发动机， 能有效实现

高动力与低油耗的完美平衡 。 另

外， 菱智的风阻系数也小于同级车

型。 在多项节能减排措施下，风行菱

智继承了商务MPV领域节油冠军的

优秀品质，百公里综合油耗比同级车

型低2升以上， 成功展现了博览会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形象。

树立自主公商务车典范

资料显示，早在第三届东盟博览

会上，风行菱智就技压群雄。 随后，菱

智便数度成为东盟博览会指定接待

用车，并连续两年在亚洲博鳌论坛中

获得指定公务用车的殊荣。 2012年，

风行菱智更是以月均5000辆以上的销

量，连月稳居商务MPV市场月销量冠

军。

风行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姚利

文表示：“东盟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

九届了，菱智再次成为东盟博览会指

定用车，无疑是对风行汽车品牌的充

分肯定。 我们会以此为契机，让东盟

各国更多地了解和认识风行汽车，为

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奠定品牌基

础。 ”

商务MPV冠军显实力

菱智再次闪耀东盟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