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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参考着装

• 女士服装以简洁、大方、端庄，为主要着装风格；建议可以考虑长裙礼服。

• 男士服装建议选用浅色系的衬衣、深色西服外套，沉稳成熟风格。



主持人 | 串词范例

注：红色划线部分请根据不同城市与展车安排进行调整。
注：除以下的主题外，各家经销商还能自行加入如经销商信息，促销信息以及其他当地林肯中心的信息给到观展来宾。
注：不同车型有相应的幻灯片供讲车环节播放使用，请于此链接下载预览：http://we.tl/EfyaTA7BC1

注：此串词仅为范例，各展览活动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增减及编排，但涉及产品及品牌核心内容的部分还请遵照此范例的内容进行讲解。

欢迎词

大家好，欢迎莅临林肯展台。

品牌及林肯之道

不论您对林肯汽车钟爱已久还是第一次接触，今天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来近距离感受林肯这一美国百年豪华汽车品牌的独到魅力。

林肯品牌创立于1917年，凭借优雅的设计与一流的驾驭性能声名鹊起，成为了美国早期豪华汽车的领军者之一。近100年来，其为每一个时代造就梦想之车，以革命性的创新和设计一
再树立豪华典范。作为唯一一个以总统名字命名的汽车品牌, 林肯服务了12任美国总统长达52年。

今天，林肯携百年底蕴来到XX(城市)，不仅带来了林肯MKC, MKZ, MKX以及NAVIGATOR四款杰出豪华座驾，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豪华车消费者用户体验模式，我们称之为：“林肯
之道”。

在林肯，我们深知：只有聆听消费者的所需所想，了解客人的每一个需求，全面提升客人在每个环节和细节的感受，一切以客为本，才是豪华之本源。

“林肯之道”承诺从售前、购置到享有林肯的全程中，都将为客户打造“多对一”的体验模式。致力于和每一位消费者建立一段真挚而久远的关系，让豪华实至名归。

http://we.tl/EfyaTA7B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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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C介绍

外观及内饰

下面让我们的眼光回到展台上，见证林肯如何从理念到产品始终贯彻初衷。在大家面前的林肯MKC，其带电动遮阳帘的电动开启式超大全景天窗，让前排与第二排所有的亲朋挚友都将
同享超大天窗美景及尊享舒适。
林肯MKC的一体式 LED尾灯与独特尾部设计得益于创新液压成形工艺，消除了传统拼缝和接头，使一体式 LED尾灯与后备厢门完美契合，车尾部线条自然流畅，极具流动感。
林肯体验带迎宾感应系统， 距离2.5 米处便感应您的到来，随即点亮林肯星标欢迎毯、门把手灯、前后车灯及座舱氛围灯，欢迎您的到来。通过林肯全系标配的车门密码开启功能，在
车门处输入您的5位私属密码，即可打开车门。纵然钥匙不在身边，您与林肯MKC依然灵犀相通。关上车门，您的个性化设置启动，整车蓄势待发。
进入林肯MKC内部，现代简约的开阔空间，精湛绝伦的细节之美，让精神为之焕然一振。所观，林肯迎宾感应将点亮您的全新探索之旅；七种LED氛围灯光随心所选，完美匹配您一路
驰骋的心境。所触，感受由苏格兰皮革生产商Bridge of Weir® 为MKC度身定制的Deepsoft优质真皮皮革，采用北欧顶级牛皮磨制而成，不含铬、非压花，通过干燥、回湿和软化过
程的特殊处理，匠心工艺呈献超柔触感，令指尖流连忘返；带加热功能的真皮包覆方向盘与座椅加热／通风功能，尊享贴心温度。所听，THX®ll 认证音响系统，全车配备了14个扬声
器，让剧院级的环绕立体声音响体验与您一路同行。所感，增强式座舱空气净化系统与空气质量探测器，守护您的每次呼吸

澎湃动力VS极致操控

全新2.0L EcoBoost®发动机系统融汇了三项卓越技术：高效的涡轮增压系统、高精度的燃油缸内直喷技术与精准调节的双独立可变气门正时系统。点滴油耗，就能爆发澎湃动能。连续
两年获得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提供248匹马力与203匹马力两种动力输出，配合AWD全轮驱动系统，让您一路驾控游刃有余。
CCD连续可调阻尼悬挂系统提供“舒适”，“标准”和“运动”三种驾驶模式可供选择，在2毫秒间读取46组路面及车身实时数据，动态调节悬挂阻尼，以精准迅捷的响应，让每个驾
驭者都能自信应对一路的境遇变化。同时，其搭配提供精准转向助力的EPAS电子助力转向系统，让您的转向在高速中稳健，低速中灵敏，令每段旅程尽达您心。

科技让生活从此回归简单

前瞻科技的出发点，始于每一个您。因为能够预察您的需求，所以MKC 帮您把一切化繁为简。一个轻踢动作，感应式自动开启后备厢门即刻自动开启和关闭，给予双手更多自由；只言
片语间，SYNC® with MyLincoln Touch 多媒体通讯娱乐互动系统知晓心意，“ 眼不离路，手不离方向盘” 即能联接世界；一键轻触，主动泊车及驶离辅助系统，将全权代劳您每一
次的抵达与出发；无需担心未知前路，带自动开启／关闭功能的HID 氙气大灯为您洞察一切；不劳您亲自动手，EasyFuel 便捷加油系统让洁净与便利，落实于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处。不
为科技所负累所绑架，林肯让科技全心服务于您。

林肯MKC的安全性能更是 让您的旅程只需前瞻，无需后顾之忧

守护您探寻心境的旅程，MKC 被动安全体系是最可靠的后盾，Personal Safety System 个人安全系统依据您的体重而度身定制保护；经过5000 逾次碰撞测验的坚固车身框架，利用高
强度钢材打造，为您提供最坚实的信心。
MKC 完备的主动安全系统，更能为您及时预见危险，让一切都在您的洞察之中。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带碰撞刹车提醒，令定速巡航再添前瞻智慧，一旦探测到前车减速，
MKC 也会相应减速；BLIS® 盲区监测系统：当有车辆出现在盲区，外后视镜的指示灯将亮起以示提醒，让安全没有盲区；两侧来车预警技术：倒车时，当有车辆距您不到13.7米时，
外后视镜指示灯将点亮，系统也将发出声音警示，令潜在危险无所隐蔽，信任再无盲区；车道保持辅助系统通过方向盘的轻微震动告知您，前进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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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Z介绍

外观及内饰

下面让我们的眼光回到展台上，见证林肯如何从理念到产品始终贯彻初衷。在大家面前的林肯MKZ，它可自动开闭的飞翼式前格栅灵感源自1936 年林肯经典的Zephyr，沿着纤长优美
的车身曲线勾勒，直至用钻石珠宝加工工艺设计的一体式LED 尾灯，彰显它的不凡品味。轻触按键，开启林肯MKZ 独有的一体式设计电动全景天窗，1.4 平方米超大面积可完全开启，
让阳光洒落，与后座共同分享,微风轻拂。
通过林肯全系标配的车门密码开启功能，在车门处输入您的5位私属密码，即可打开车门。纵然钥匙不在身边，您与林肯MKZ依然灵犀相通。关上车门，您的个性化设置启动，整车蓄
势待发。
进入林肯MKZ内部, 以创新打破常规。灵感源自悬浮大桥设计的中控台，为座舱增加更多空间感与通透感(这里背景屏幕播放有悬浮大桥中控台侧面的照片)，同时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将
一系列排挡以按键方式排布其上，让换挡不再拘泥于排挡杆，指点之间轻松切换进退节奏。没有了排挡的阻隔，你和你所爱的人就能携手同行。7色LED 氛围灯光，让旅程点亮你专属
的颜色。ANC主动噪音控制系统，借由声波抵消原理，降低车内噪音干扰，只留下一程宁静。搭载14 个扬声器的THX® 认证音响系统，让您沉浸剧院级听觉享受。后座中央扶手处增
设后排音响控制，从细节尽现体贴，精彩娱乐随处控。后排副驾座椅调整按键, 让您即使身处后排，也能自如调整后排空间。采用Soft Touch 高级真皮座椅，不仅兼具加热与通风功
能，且内含Active Motion 按摩功能及十向电动调节座椅功能，用精湛的人性化科技与设计，带来前所未有的体感经验。手工缝制的真皮加热方向盘，享受细腻触感之余，尽现非凡工
艺。林肯MKZ每一处，对感官极致的雕琢，只为专属于你的一程享受。

动力与操控

轻踩油门，感受全新2.0L EcoBoost® 汽油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澎湃动力，203 匹马力与253 匹马力两种选择时刻等候召唤，移动间，尽现低油耗带来的超强爆发力。连续两年获得
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如遇红灯必须停下时，自动启停系统让发动机自动关闭，待启程时再激活，为你节省燃油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更高效环保。
更配备林肯驾控系统，运用智能驾驭动能，确保一路平稳舒适，EPA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让高速过弯稳健自信，低速转向敏捷自如；搭配三种驾驭模式的CCD 连续可调阻尼悬挂系
统，在2毫秒间读取46组路面及车身实时数据，以精准迅捷的响应，动态调节悬挂阻尼，让您不论是运动驾控，抑或是舒适驾乘，皆随心而至，沉浸优越的驾驭体验之中。

当科技懂得倾听人性，每段路程都将化为不凡体验

SYNC® with MyLincoln Touch 多媒体通讯娱乐互动系统，拥有8 英寸LCD 全彩触摸中控面板，通过语音指令操控娱乐、通讯、导航、空调四大功能，真正做到 “ 眼不离路，手不离
方向盘”，所有需求，一屏掌控。主动泊车辅助系统，配备前后驻车距离警示系统，放开双手，你依旧能放心优雅。EasyFuel 便捷加油系统，无油盖设计节省加油时间，并带来一趟清
爽的旅程。自适应LED 前大灯，将随着转向或车速不同，动态调整照明区域，更配备远光自动开启／关闭功能，让黑暗角落无所遁形。启动MyLincolnKey，让智控系统同步你的行车
习惯与偏好，时刻体验座驾与你的灵犀感应。

越安全，心越能自在高飞

林肯搭载全方位主被动安全科技，配备八颗安全气囊以及后排气囊式安全带，连动Personal Safety System 个人安全系统的感知器，侦测车主身形与外在撞击力度，智能控制气囊的反
应，减缓冲击力，用智慧，让安全无以置喙。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感知前车间距，预知危险；带碰撞预警和碰撞缓解制动系统，最大程度减少碰撞危险；BLIS® 盲区监测系统
监测盲点，让安全没有盲区；倒车时，两侧来车预警技术将实时观测两侧周围车况，让危险无所隐藏；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带警示音提醒，确保路线不偏移，安全之道是唯一之道。面面
俱备的安全，只为让你自在驰骋。没了担心，只有一颗无虑前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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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X介绍

外观及内饰

下面让我们的眼光回到展台上，见证林肯如何从理念到产品始终贯彻初衷。在大家面前的是全新林肯MKX，全新林肯MKX，以卓越的尺寸格局傲视同级豪华SUV，为你带来超越期待的
空间享受。以源自航空飞机的流线型设计为灵感，将空气动力学设计理念融入每道线条； MKX 以卓越的尺寸格局突破同级之限，为你带来超越期待的空间体验。其强健的车侧线条，
宽阔的车肩造型，无不诠释着坚毅力量与自信；动感的整车流线，更将美学尽然表达。这是力学与美学的对话，是引领豪华体验全新境界的重磅杰作。
超大全景天窗，让前排与第二排亲朋挚友同享非凡视野，体验与自然天空更亲和的惬意感受。同时贴心的电动遮阳帘设计，免去夏季日晒之扰，尊享旅途的舒适。
直瀑式自适应LED前大灯由12颗LED及反光件组成的远近光及转向辅助灯，配上含16颗LED的示宽灯，带自动开启/关闭、自动远光灯控制、自动水平调节、大灯清洗功能，增加驾驶可
见度，打造宽广视野。一体贯穿式LED尾灯无缝嵌入腰线和雄壮车翼挡板，整体尾部线条一气呵成。
家族式车门密码开启功能：纵然钥匙不在身边，亦可打开车门。
进入林肯MKX内部，跃层式储物空间设计让人眼前一亮，在中控台的延伸部分，开创性地打造出上中下三层的置物空间，以独特的跃层设计，开辟灵活的储物空间。七种LED氛围灯光
随心所选，完美匹配您一路驰骋的心境。由Bridge of Weir®为林肯MKX度身定制的Deepsoft特级真皮皮革，采用北欧顶级牛皮磨制而成，不含铬、非压花，通过干燥、回湿和软化过
程的特殊处理，让皮革拥有超乎想像的柔软触感；配合精工细作的欧式缝线，豪华感于每一处弥漫。Active Motion按摩功能的22向电动调节人体工程学座椅，包括腿部支撑调节和4向
头部调节， 让您的座椅得以无缝贴合人体曲线；同时Active Motion连续轻柔的滚动按摩，为您缓减日常驾乘与长途旅行的疲劳。林肯MKX精湛的人性化科技与设计，为您带来前所未
有的舒适体验。

超强动力VS极致操控

全新林肯MKX配备了最新2.7L EcoBoost® V6双涡轮增压石墨铸铁发动机，顷刻之间便能爆发出超过340马力和542牛米扭力的超强动力！尽享驰骋，驱策前行，是对同级动力的巅峰
演绎。同时配合CCD连续可调阻尼悬挂系统，根据路况和你的驾驶习惯，在毫秒间动态调节阻尼悬挂，以精准迅捷的响应，让每个驾驭者都能自信应对一路的境遇变化。EPAS电子助力
转向系统，让您高速稳健过弯，低速灵敏转向，令每次变相都能尽达你心。复杂路况条件下，AWD全轮驱动系统实时提供四轮动力输出，让你稳然前行。无需刻意和劳烦，林肯MKX
总能时刻知你所需，助你实现轻松从容的驾驶。

人性科技让一切化繁为简

全新林肯MKX不仅集合了所有MKC和MKZ的人性化科技于一身：诸如林肯体验带迎宾感应系统，感应式自动开启后备厢门， SYNC® with MyLincoln Touch 多媒体通讯娱乐互动系
统，主动泊车及驶离辅助系统，停车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等。全新林肯MKX还带来了自动远光灯控制的自适应LED前大灯系统：随着转向或车速不同，其将动态调整照明区域，为你适
时照亮前路。通过近远光灯的智能控制，增加驾驶者可见度的同时，更避免给其他周边车辆造成眩光影响。分离视图功能的360°全景倒车影像实时监控周围环境，将高清画面投影至8
英寸彩色LCD触控显示屏，全方位路况皆一览无遗。当你目所不能及，林肯总能知你所需，给你独到见地。搭载超过30余项驾驶辅助科技与安全配置，无论置身何处，让驾驶游刃有余
全新林肯MKX智能驾驶辅助技术为你考量每一个安全细节，提供全方位防护，助你一路无畏挑战。ACC 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智能控制巡航时与前车的安全距离；BLIS®盲区监测
系统带两侧来车预警技术，令潜在危险无所隐蔽，信任无盲区；360度全景影像可视系统配备嵌入式清洁装置，囊括6种视角，实时监控周围环境；LKS车道保持辅助系统通过对方向盘
的轻微震动，以及施加的少量转向力，确保行车路线；此外带主动制动功能的碰撞警告系统、驾驶员警告系统、以及智能泊车辅助与倒车影像等科技，总能为你提供便捷，预知危险，
以策万全。林肯MKX更完备前瞻的被动安全科技，Personal Safety System能依据你的体重度身定制防撞保护；后排气囊安全带，更好地支撑头部与颈部，更大程度地分散意外碰撞后
对后排乘客身体的冲击，将风险降低至最低。



主持人 | 串词范例

总统系列介绍

总统之选 稀世珍有

如果您追寻极致尊崇的品位与更专属的体验，MKX林肯总统系列将是您的答案。林肯设计团队以稀世甄选的高级材质与细致入微的精湛工艺，为您呈现一场极致尊享的感官体验。

林肯总统系列只选用天然具有丰富色彩层次，纹理及图案的异域珍惜木材，点缀车身内饰； 采用ALCANTARA这种一直以来备受到国际顶尖时尚品牌及室内设计领域青睐的材质，抱覆
顶篷和多处内饰细节；同时更是选择了拥有近150年历史的Eagle Ottawa，这一世界最负盛名的皮革品牌作为林肯总统系列专属的Venetian皮革的供应商。为了最大程度满足林肯总统
系列对豪华体验的严苛要求，Eagle Ottawa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品质指标，采用欧式传统皮革工艺，令其皮质的纯度、柔软度以及纹理的细致度均达到无可挑剔的卓越标准，每块皮革都
由传承三代的皮革匠人手工挑选，全球仅1%的皮革，符合林肯总统系列挑选皮革的标准。林肯认为：大自然创造了这些天然的艺术品，林肯则赋予它们更丰富的意义，只有这样方能成
就稀世珍有的尊贵品质。

全新林肯MKX总统系列倾力呈现四种不同专属设计主题：荣耀之冠、灵感缪斯、纵情尊享和现代传承。与此同时，林肯专业服务团队还将为你提供一系列特别礼遇。如总统级的体验，
为你恭候。

正如林肯MKX的产品口号所说“越览天地”，林肯将通过创新的顶级产品和个性化客户体验，成为真正的人杰之选，与您共同阅览更大天地。

注：红色划线部分请根据不同车型进行相应调整。
注：MKC及MKZ的专属涉及主题为：华丽舞台、心灵绿洲、纵情尊享和现代传承。
注：根据产品型号的不同，最后一句产品口号也不相同，具体MKC及MKZ的产品口号请见以下例句：

MKZ －正如林肯MKZ的产品口号所说“卓享，不凡见地”，林肯将通过创新的顶级产品和个性化客户体验，成为当今越来越多新贵楷模的首选专属座驾。
MKC －正如林肯MKC的产品口号所说“睿领风潮”，林肯将通过创新的顶级产品和个性化客户体验，成为越来越多中国精英人士的睿智之选。



演出 | 模特着装

• 建议礼服长裙，显现高贵、典雅的气质。
• 剪裁得到、可以考虑通过几何线条制造立体视觉效果。
• 面料考究，以丝或绒质地为主，能体现质感。
• 无亮片／珠片／水钻等多余点缀。
• 鞋子为尖头高根皮鞋，颜色可随服装颜色进行搭配。
• 无需任何珠宝及饰品



演出 | 模特妆容

• 清新、淡雅的妆容，给人以亲切、温和的感觉。
• 可以通过加强眼部、嘴唇，突显脸部亮点。



演出 | 礼仪着装

• 与其他林肯团队角色相衬的灰色系服装
• 套裙，修身的同时凸显其专业性
• 搭配红色窄款腰带用以点缀
• 配肉色丝袜以及黑色中根尖头鞋
• 以下淘宝链接仅供参考：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

5328415591&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Ut

uBha&_u=phvu9d0283a&sku_properties=-1:-1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5328415591&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UtuBha&_u=phvu9d0283a&sku_properties=-1:-1


《现代舞的畅想》

作为目前全世界最热门的舞蹈，突破了古典舞的因循守旧，以一种全新
的艺术形式，摆脱了过于僵化的动作束缚。以更有冲击力的律动，更自
由地抒发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这更符合了现今社会个性化、时代化的需
求。

演出 | 表演形式建议



《当芭蕾遇见中国舞》

• 芭蕾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舞蹈种类，在4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断创新，
诞生了一个有一个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剧，将优雅与美丽完美演绎。这正与
林肯品牌的百年荣耀“为每一个时代造就梦想之车”不谋而合

• 中国舞
中国上千年舞蹈数百种舞蹈集合的统称，以戏曲武术为基础，体现了中华
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不乏多种有趣的道具：如扇子水袖等极具东方
特色

• 当芭蕾遇到中国舞
将西方的芭蕾和中国舞完融合，令舞蹈呈现多样性。

演出 | 表演形式建议



演出 | 表演形式建议

优雅的音乐声中，女演员在男演员的背上、双肩、手掌和头顶上轻灵地跳着
芭蕾舞，将芭蕾这一西方的高雅艺术糅进中国的传统杂技里，杂技变得优雅
浪漫，芭蕾变得惊险刺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

《肩上芭蕾》



摄影摄像工作细则

• 请提前了解品牌的文化、视觉风格。

• 请提前熟悉场馆布局、林肯展台布局。

• 请提前了解拍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媒体采访时段、舞台表演方式及时间、主持人和模特出场时间、展会报告中所需资料。

• 按时到场，配备专业器材。

• 拍摄任务结束后，及时对拍摄内容进行分类、归档：

1）展台空景 （全景、左视角全景、右视角全景、洽谈区域、VIP室、展车、各展示墙）

2）展台运营（客户看车、客户洽谈、展台人流、表演、礼仪、前台、模特、展台亮点、物料和花卉）

3）竞品展台全景和亮点 （宝马、奥迪、奔驰、凯迪拉克、捷豹路虎、雷克萨斯）



摄影照片范例



摄影照片范例



摄影照片范例



摄影照片范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