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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招募】2018玛莎拉蒂高性能大师课程

时间：2018-07-15 12:08:32 来源：成都保利玛莎拉蒂4S旗舰店

原标题：【活动招募】2018玛莎拉蒂高性能大师课程

驾驶着玛莎拉蒂，感受着极致机械带来的澎湃动力，驶过博洛尼亚的街道，体验海神之威
严。驰骋赛道是玛莎拉蒂品牌血液里的重要元素，不断的追求极速、不断挑战自我是玛莎
拉蒂品牌背后的价值，2018玛莎拉蒂高性能大师课程诚邀你前往意大利，去到玛莎拉蒂
的故乡，感受纯粹的速度与激情。

2018玛莎拉蒂高性能大师课程现已开启招募，课程将带大家前往意大利，在玛莎拉蒂的
故乡，参观玛莎拉蒂的工厂，近距离体验百年赛道文化。在赛道上体验玛莎拉蒂的品牌文
化与核心奥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让你快速提高赛道驾驶技巧。通过职
业赛车手的培训，让您充分感受玛莎拉蒂的性能魅力。

2018玛莎拉蒂高性能大师课程

马上报名 | 即刻参与

高原网www.gaoyuancn.com
花都新闻网huadu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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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搜索

就算说了谎，也让人无法拆穿的3个星座

未来三个月好运来袭，财星入命，偏财频…

宝宝取名预备策划方案书

保鲜秘籍强的三星座

下半年贵人齐聚，官星高照，财运佳，运…

【公交车上学国学】古人追求的十种境界

十二星座最新一周运势|7.16~7.22

关于婚姻线下垂的几种形态，是好还是坏…

8月吉星入命，财运临身，八方贵人来相…

8月偏财运旺，喜中大奖，钱财进账百万…

唐嫣罕见晒美照,与好友席地嘟嘴卖萌自拍…

优莎蓓爱羊奶粉成外交礼品

不定冠词a常用的固定搭配

DNF活动提前剧透，消暑果汁的正确打开…

广东国华纪念中学来鄂招生助力湖北贫困…

希腊移民政策PK葡萄牙移民政策，哪个门…

【泰国亲子游】曼谷芭提雅沙滩双岛海景…

艾媒舆情|2018中国企业品牌网络舆情监…

热点丨携王大陆抢占短视频C位，温碧泉…

武汉化妆师培训学校，武汉学化妆去哪里…

炫酷双门轿跑来袭

大众推出最炫酷超便宜轿跑

朗逸有两厢车吗

acc自适应巡航非常实用

预碰撞安全系统

吉利博越预碰撞系统

车道保持系统

别克英朗图片大全

别克英朗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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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9月29日-10月6日

活动地点

意大利·托斯卡纳

招募对象

尊贵的玛莎拉蒂车主 / 玛莎拉蒂潜在客户

行程安排

9月29日

抵达博洛尼亚

9月30日

参观玛莎拉蒂工厂

10月1日

赛道课程第一天

10月2日

赛道课程第二天

10月3日

游览佛罗伦斯&锡耶纳

10月4日

游览托斯卡纳乡间

10月5日

全天自由购物

本类推荐

别克英朗自动挡

潜水员，快来get新表情包，一只海葵啦…

夏天结束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尼泊尔。

”丛林野趣“等你来探险！

这20家米其林级的泰国餐厅，让你的泰国…

沙特贵为石油王国，经济却被我国这5个…

河南最近超火的两个景区：不是云台山，…

海口游玩，逛吃逛吃万人海鲜广场攻略

高铁专列、石窟看球，龙游带你发现世界…

当代苏州园林与生活艺术展空间设计，9…

激情夏日，西班牙瓦伦西亚疯狂七月节是…

法国夺冠，从被群嘲到股票大涨，华帝都…

3300点显然不是终点！死守主线机会！

此股遭主力20亿抢筹，远超同力，成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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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返程

收费标准

RMB：105000元（不含税）

限于1位玛莎拉蒂车主 + 1位陪同

（如多加一位陪同需多加36000元）

费用包含项目

1. 博洛尼亚机场接机，佛罗伦萨机场送机服务；

2. 全程中文陪同（工作时间为10小时/天

超时费为50欧元/小时，由客人自行与中文陪同人员结清）；

3. 摩德纳总部工厂参观，玛莎拉蒂博物馆参观

摩德纳酒店入住1晚；

4. 帕尔玛2 天赛道训练、保险、赛道午餐（2 餐）

自助酒吧、欢迎礼品、LINK 124**** 酒店高级客房入住

两晚（含早餐）、精选餐厅用餐（1 次）

总部安排的酒店及赛道间专车接送；

5. 托斯卡纳3天游览特色活动：品红酒、骑马、泡温泉；

6. 托斯卡纳3天游览全程20座奔驰中巴及外籍司机

全程司机导游餐补及小费，全程每天每人足量矿泉水；

费用不包含项目

1. 往返机票费用，签证费用；

2.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3. 服务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例如特种门票

行程外的专车接送（博览会、缆车 ）；

取消政策

1、由于酒店及赛道预订取消将产生费用

如要取消活动需于8月2日前于玛莎拉蒂中国确认；

2、8月2日至8月6日取消行程，将产生全额50%的取消费用；

3、8月6日后取消行程将无法退款；

友情提示

玛莎拉蒂中国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行程做出调整

报名方式

致电详询：028-8662 8866



意大利帕尔玛Varano de’ Melegari 赛道

两日澎湃竞速体验

两日课程分为理论培训和操作培训

大家将亲手试驾玛莎拉蒂GT系列

在它的阵阵声浪与强劲动力中



爱上与它一起征服赛道时的蓬勃心跳

在赛道上体验加速与多重过弯

享受竞速的血脉偾张

用心打造的旅程

赛道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将带大家前往玛莎拉蒂工厂参观

体验纯手工打造的百年品牌

参观全球最大的玛莎拉蒂私人收藏博物馆

近距离感受玛莎百年经典车型

同时还要参观摩德纳当地400年历史的GIUSTI 香醋厂





激烈的赛道活动过后

我们将来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

历史悠久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迷人的锡耶纳古城

以及久负盛名的城堡酒庄

将成为我们的目的地



骑马徜徉在托斯卡纳的乡间

这里不仅有万里青葱的豁然开朗

更有“千塔之城”的圣吉米尼亚诺，

我们将参观最伟大的古塔-格罗萨塔楼

前往最高品质的橄榄油制造商工厂

FRANTOIO FRANCI，学习橄榄油

除了赛道体验、人文风光，我们还安排了精彩的购物环节，The Mal拥有31个顶级奢侈品
品牌，包括Burberry、Armani、Gucci、Valentino、Prada等等，其中Prada和Gucci是
这里最受欢迎的门店。

精心挑选的酒店

博洛尼亚 Grand Hotel Majestic Gia’ Baglioni

五星级酒店，位于博洛尼亚中心的1座18世纪的宫殿内，毗邻各大主要景点；酒店的宽敞
的客房装饰以独特的壁画和古董家具，配有空调、卫星电视和大浴室。



帕尔玛 LINK124

Link124酒店是帕尔马一家四星级的欧陆式酒店，在各个酒店预订网站都获得了很高的综
合评价。酒店内设独立健身中心和帕尔马特色小吃餐厅，可让您在体验现代化居住环境的
同时感受帕尔马特色美食文化。 酒店交通十分便利，距离著名的帕尔马教堂、圣保罗壁画
堂、和平广场、帕尔马机场均仅有几分钟车程。

佛罗伦萨 NH Collection Firenze Porta Rossa

国际连锁五星级酒店，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毗邻各处主要景点。所有客房均提供空调、
迷你吧和私人浴室。部分客房还拥有原始壁画。



托斯卡纳温泉庄园

五星级酒店，庄园藏身于托斯卡纳田园之中，所有房间全景观赏迷人乡村风光。酒店坐拥
自然热温泉源头，这个自十七世纪起就备受贵族青睐的温泉剩地静待您的光临。

权威的玛莎拉蒂大师证书



车手梦想，近在咫尺

玛莎拉蒂专业教练全程保驾护航

掌握媲美专业车手的高超技术

遥测数据分析记录赛道表现

颁发玛莎拉蒂总部大师课程特别证书

一次非凡的驭速之旅，一场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感受“三叉戟”强大力量的正确打开方
式，品味玛莎拉蒂的品牌价值。即刻致电马上报名这趟竞速之旅，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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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拉蒂 赛道 酒店 10 托斯卡纳

相关推荐

马化腾：微粒贷只配他们使用！网友：我们到底差在哪里？

原标题：马化腾：微粒贷只配他们使用！网友：我们到底差在哪里？大家都知道，蚂蚁花呗、蚂蚁借

呗、网商银行都是支付宝旗下的金融产品，其实微信也有一款非常不错的贷款产品：微粒贷。微粒贷

是专门服务于微信客户的金融产品，提供500到30万的小额贷款，单笔最多只能借400 [详情]

https://www.zuinow.com/n9430075.html

执剑江湖快意恩仇3D仙侠手游《大唐剑侠》惊耀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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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执剑江湖快意恩仇3D仙侠手游《大唐剑侠》惊耀来袭执剑江湖，快意恩仇！2018年国风3D

仙侠手游《大唐剑侠》惊耀来袭！为了打造庞大的仙侠世界，游戏中加入不同的场景，目前游戏场景

已经达到50个以上，每个场景均历时多日精心制作；不仅如此，游戏还引入浓郁正统 [详情]

https://www.zuinow.com/n9439330.html

深圳中外合资企业注册需要准备的资料

：深圳中外合资企业注册需要准备的资料今天兴旺投资小编给大家介绍下，深圳中外合资公司注册需

要准备哪些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一、深圳中外合资公司注册需要准备哪些资料1、设立合营企业的

申请书(原件1份，合营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合营各方盖章);2、合营各方共同编制的可 [详情]

https://www.zuinow.com/n9464726.html

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可控关键在于稳定预期

题：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可控关键在于稳定预期（图片来源：全景视觉）许鑫/文2018年4月以来，人

民币面临汇率调整的压力。市场自然联想到2014-2016年人民币贬值的经历，“破7”之声再次响起。

不过，笔者以为，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来看，本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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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旅行，你喜欢那种方式呢？

原标题：亲子旅行，你喜欢那种方式呢？亲子旅行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为你梳理了6种。旅游季马上

开启，来看看你喜欢哪种方式呢？1.手牵手慢走城市❀锦华国旅特色推荐：暹罗时光·泰国精品8日游曼

谷、新加坡、厦门、丽江……这样的城市都适合带着孩子慢走。吃当地的小吃，住有 [详情]

https://www.zuinow.com/n9502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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