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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海南车市

你乘车 我买单
坐免费巴士看车展去

据了解，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组委会将为海
口市民提供观展巴士，9月4日至7日车展期间，
市民可乘坐免费巴士前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观
展，首班车每天早上9:00从各个站点出发。具
体站点、时间安排如下：

市内乘车站点：
（所有乘车站点均在公交站点上车）
1、海南大学东门—万绿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万绿园—海口会展中心—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海南师范大学—宜欣广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国兴大润发—明珠广场—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站点发车时间：
海南大学东门（公交站点）
1号车：9：00/10:40/14:00/16:00
九月4、5、6、7日
2号车：9:30/11:00/14:20/16:20
九月4、5、6、7日

万绿园（公交站点）
3号车：9:00/10:20/15:00/16:00
九月4、5、6、7日
4号车：9:30/11:00/14:00/15:40
九月6、7日

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路公交站点）
5号车：9:00/10:50/14:10/16:10
九月6、7日
6号车：9:30/11:10/14:20/16:20
九月4、5、6、7日

国兴大润发（公交站点）
7号车：9:00/10:50/14:00/16:00
九月6、7日
8号车：9:30/11:20/14:20/16:20
九月4、5、6、7日

乘车咨询电话：0898-68581771

由海报集团主办的2014金秋车展
将于9月4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
开幕，95%海南在售品牌全线参展，100
余厂家、经销商双重让利、10余款新车
黄金季首发，豪车云集、新秀车模奢华
演绎。这场中秋前夕的汽车展销会将
成为海南市民不容错过的购车盛宴。

最权威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从2007年首次
在省内推出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7
届，此前，第1—5届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现场售车总计9423台，成交额12.028
亿元，共有80.4万观众观展;2012年第

六届金秋车展成交3691台，成交金额
6.13亿元，观展25.1万人;2013第七届
金秋车展售车2941台，成交金额4.45
亿元，观展18万人，已成为我省历史最
悠久、影响力最大、最能卖车的车展。

最优惠

海报集团2014金秋车展将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展中心A馆、B
馆、C馆、开幕式大厅、室外广场及连廊
作为展览展示场所，总展览面积达到
50000平左右。参展车型包括奔驰、宝
马、奥迪、凯迪拉克、、玛莎拉蒂、雷克萨
斯、克莱斯勒、英菲尼迪、沃尔沃、路虎、

起亚、马自达、雪铁龙、荣威、福特、现
代、三菱、吉利、标致、上海大众、一汽大
众、丰田、日产、别克、雪佛兰、江淮、长
安、东风风行、纳智捷、陆风等等，除此
之外，一些豪华跑车法拉利、日产GTR
等也将在车展亮相。作为海南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的车展，各大汽车经销厂
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将会展
示其最新车型，推出年内最大的购车优
惠让利幅度，带来专属的优惠和促销活
动。除了平常的价格优惠外，还将有格
外的车展现金优惠和大礼包赠送。同
时，考虑到车改政策的影响，九月金秋
车展将针对公务员群体推出专场购车
活动，场内优惠将是年内最大折扣。

最给力

本届金秋车展恰逢中秋前夕，一家人
到海边逛车展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海报
集团金秋车展历经七届，汇集了巨大的人
气，得到了各方关注，与其说这是一场车
展，倒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节日，每一年数
十万人相聚于此，除了看车、买车，还可以
品美味小吃看车舞表演、赏超级跑车新秀
车模、参与幸运豪车大抽奖，诸多精彩的活
动可以参与和欣赏。在历年的金秋车展
现场全家总动员来会展中心看车展的人
不在少数，车展现场，他们看车、选车、购
车，自得其乐，可以说，金秋车展不仅是一
个卖车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去玩的地方。

本报讯 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的海报集团2014（第八届）金秋国际车
展将于本周（9月4日—7日）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本届车展将会
在参展商数量、观众人数、成交金额等
各个方面打破往届车展的记录，聚集省
内最主流的汽车经销商、吸引更多观展
人流、推出更多优惠折扣。为海南购车
人提供最实用的购车资讯，打造海南高
端、专业、前沿的国际汽车展销会。海
报集团2014金秋国际车展各馆亮点精
彩纷呈，在这里，本刊带您抢“鲜”看！

开幕式大厅：
豪车、靓模奢华演绎

位于开幕式大厅的法拉利458、日
产GTR等超级跑车会让您一饱眼福，
不仅如此，“新思维汽车模特表演赛”也
将在金秋车展现场启幕，20位靓丽名
模精彩亮相。

据了解，车展期间，每天上、下午各
表演一场走秀展示活动，包括时装秀、
主题秀以及礼服展示等。每日T台走

秀表演分别在上午10时45分和下午3
时 30分开始，走秀时间30分钟。另
悉，“海南市民喜爱的车型”盛大颁奖活
动将于9月4日上午在金秋车展开幕式
大厅主舞台举行，现场为您揭晓海南市
民喜爱的车型。

A馆、C馆：豪华、合资品牌
主流车型最惠购车

A馆、C馆展示的车型除了有玛莎
拉蒂、凯迪拉克、奔驰、宝马等各种豪
车，还包括广本、广丰、一丰、别克、别
克、雪佛兰、上海大众、东风日产、启辰、
东风悦达起亚、进口起亚、荣威、标致等
品牌展示的最新车型。厂家、经销商双
重让利、推出一系列车展专享优惠，并
且还将有格外的车展现金优惠和大礼
包赠送，这将是年内最大的购车优惠让
利。同时在C馆还设有团购报名处，想
参加团购的市民可在车展现场报名。

B馆：大奖抽不停
公务员购车优惠不断

B馆以展示自主品牌车型为主，众
多参展车型对国家公务员推出了优惠
政策。车展期间，国家正式公务员可持
有效工作证、工作单位证明，在享受购
车优惠的基础上，额外享受购车礼包，
有更多好礼相送。

同时，本届金秋车展的抽奖主舞台
位于B馆入口处，观展市民只需在门票
上如实填写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将
门票投入B馆主舞台的抽奖箱就可以
参与“看车展 赢豪车”门票大抽奖活
动，有机会赢取大奖。主办方将送出包
括宝马汽车、北京汽车、车上用品等等
总价值近百万元的豪礼。四天展会，四
份豪礼（一辆宝马汽车、三辆北京汽车
的二十年使用权），由海南省海口市琼
崖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

展会前广场：
品美味小吃看车舞表演

为方便市民赏车、选车、购车，车展
现场小吃一条街将为观展市民提供各
种美味小吃，市民在品经典小吃的同的

还有机会欣赏到精彩车舞表演。由
BRZ车队专业特技车手带来刺激的车
舞表演，除了激烈的华丽漂移之外，还
增加了配合难度更大的配乐车舞表演，
在展示车辆极限性能的同时，也强调后
驱跑车的运动性和高雅性，跑车与现代
音乐的完美融合让您感受车舞表演的
魅力，一会让您大呼过瘾。

后记：据了解，海报集团2014金秋
车展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和海南洋浦共好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南岛晚报》、南海
网、爱卡网、太平洋汽车网、海岸生活杂
志全程宣传报道；交通广播95.4频道上
下班时段反复播出；海口台一套、二套
黄金时段精彩呈现；海口交警支队综合
服务中心数十个办事大厅每天三百次
滚动播放，直击购车人群；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230万读者网友短信精准邀约；

“报广海啸”微信、微博万千粉丝每日关
注；公交车尾LED全城流动宣传；万张
邀请函直达公务员购车人群，《特区文
摘》、《法制时报》鼎力支持。

海报集团2014金秋国际车展主题
活动“海南市民喜爱的车开型”评选活动
自于8月4日正式开始投票以来，得到了
广大群众、读者、网友的极大关注和积极
参与，截至日前，已经有50余万人次参与
投票(每位投票人可以同时为多个入围车
型投票)。目前，各种入围车型竞争激烈，
投票仍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是市民参与
投票的最后一天，海南市民喜爱的车型大
奖即将揭晓。今天市民仍可通过邮寄报
纸回执、邮箱、微信、微博投票和网络投票
五种方式为自己喜爱的车型投票。

据了解，8月4日开始《海南日报》汽
车周刊、《南国都市报》汽车周刊、南海网

汽车频道，对海南市场的主流车型进行
了展示。截目日前，票数领先的车型分
别是：上海大众途观、雪佛兰创酷、一汽
丰田卡罗拉、广汽本田凌派、广汽丰田凯
美瑞、东风日产新天籁、起亚智跑、海马
普力马等车型。

海报集团2014金秋国际车展组委
会相关领导表示，此次评选活动将恪守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禁弄虚作假，
禁止任何人采用程序刷票的作弊行为。
海报集团2014金秋国际车展组委会领
导小组将对投票情况进行监督和抽查，
一旦发现恶意刷票等弄虚作假行为，将
取消该车型号参选资格。

方法一：邮寄 在您喜欢的车型
后面画√，将报纸邮寄到海口市金盘
路28号海南日报综合楼金秋车展组
委会；

方法二：微信 在您喜欢的车型
后面画√，用手机拍照，扫描海报集
团报广海啸微信二维码，发送照片为
喜爱的车型评选；

方法三：微博 在您喜欢的车型
后面画√，用手机拍照，扫描海报集
团报广海啸微博二维码，发送照片为
喜爱的车型评选；

方法四：邮箱 在您喜欢的车型
后面画√，用手机拍照，发送照片至
418377482@qq.com邮箱，为喜爱的
车型评选。

怎样为自己喜爱的车型投票呢？

试试下面的方法吧:

本报讯 据金秋车展组委会最新消息称，广
汽本田缤智车型或将于金秋车展C馆广汽本田
展位首发亮相，随后于10月正式上市。

广汽本田海南经销商透露，新车缤智可能
于9月3日当晚上岛，亮相本届车展。

Vezel（缤智）是一款都市轿跑型SUV，是
继雅阁、飞度、凌派之后，本田全新推出的全球
战略车型。她将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中级SUV
领域的前瞻之作。 Vezel（缤智）的中文命名

“缤智”直接表达出这是一款给目标用户带来五
彩缤纷的多面生活、又充满城市SUV智慧感的
产品。搭载FUNTEC先进技术，兼具了SUV
车型的多功能性、轿跑车型的优雅设计与视觉
冲击力，将流畅的曲线与锋利的边角完美融合，
实现了具有多面魅力的车身造型。就像宝石一
样，看的角度不同，展现出来的表情也相应发生
变化。 Vezel（缤智）必定将成为2014年的重
磅车型之一。

外观方面，广汽本田缤智是基于之前发布
的concept V概念车打造而来，U型进气格栅
以及飞翼式前大灯令新车前脸十分动感。车身
侧面，缤智采用了双腰线设计，且和CR-V有些
类似。更值得一提的是，缤智采用了隐藏式后
车门门把手设计，从而营造出了双门轿跑式的
运动效果，是一辆兼具高级感与愉悦性、年轻而
又具有成熟魅力的车型！

配置方面，缤智将装配电子手刹、一键启
动、刹车预警等。高配车型还采用了7英寸电
容触摸屏，可控制空调以及多媒体等。电子驻
车、刹车预警等；此外，例如HSA坡道辅助系统
以及电子助力转向，都将出现。此外，还可能推
出AWD（四驱版）车型。

动力方面，广汽本田缤智将搭载一台源自
于凌派的 1.8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
102kW(138Ps)，峰值扭矩 172N·m。传动部
分，与之匹配的是5挡手动变速箱或者是5挡自
动变速箱。未来新车还将推出1.5L发动机版本
车型。

一年一度的海报集团金秋车
展本周四就要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盛大启幕了。作为海南最大的
汽车盛会，本届车展不仅品牌全、
优惠大、票价亲民，有机会抽取宝
马大奖更是一大亮点，是海南市
民最佳的幸运购车时机。

据了解，本届车展的票价为
20 元，购买便利。车展现场共设
置六个购票点，分别位于开幕式
大厅入口处和展厅 B 馆入口处，
市民可在车展现场购买到门票。
门票设有抽奖联，观展市民如实
填写抽奖信息，并投入抽奖箱便
可参与“看车展 赢豪车”门票大
抽奖活动。抽奖位于展馆B馆入
口的舞台处，市民在投票参与抽
奖的同时请务必注意保存好门票
存根，以便兑奖。

展会期间，抽奖活动将于每
日下午4点举行，展会前三天，主
办方将送出三辆北京汽车（20 年
使用权），车主将从当日观展的市
民中产生。展会最后一天，主办
方将送出一辆宝马汽车（20 年使
用权），车主从展会期间所有观展
市民中产生。海南省海口市琼崖
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

本周四开幕的海报集团2014金秋车
展，各大参展汽车品牌都推出了优惠促销
活动。安骅别克推出了超低优惠购车价
及各项金融服务，其中凯越6.99万元起、
君越19.99万元起，更有借你8万免息按揭
项目；长安奔奔MINI全系优惠3000元，
悦翔V3全系优惠3000元，悦翔V5全系
优惠3000元，致尚XT全系优惠2000元，

长安逸动全系优惠6000元，长安CS35车
展期间购车赠送3000元礼包，长安睿骋
最高优惠2万元，长安CX20车展期间购
车赠送3000元礼；长城轿车优惠5000元
现金，送3000元礼包，按揭0利息0手续
费，新车h2将在B馆B07展位亮相，歌诗
图最高优惠4万等等。更多优惠信息，优
惠大礼，金秋车展现场将为你揭晓。

海报集团2014金秋车展
本周四盛大启幕

广汽本田首款SUV缤智
或将亮相金秋车展

温馨贴士：
海报集团2014金秋国际车展

现场抽奖活动细则。

【奖项设置】

1、特等奖：宝马116i
（20年使用权）
（9月7日抽取1名）

2、一等奖：北京汽车
（每天1名，共计3名）

3、二等奖：挂烫机/车载保温箱
（奖品随机，每天 2名，共计 8

名）
4、三等奖：充电宝/车载整理箱/野
餐垫
（奖品随机，每天 25 名，共计

100名）

【抽奖细则】

所有奖项由海南省海口市琼
崖公证处公证员现场监督抽取产
生，l现场公布获奖号码。

所有奖项均由门票的抽奖联
抽取产生。观众购买门票后在抽
奖联认真填写姓名、身份证及手
机号码，并沿虚线撕下投入B馆抽
奖箱中。每天下午16:00时抽取
当天奖项，若中奖者不在现场，组
委会电话通知。

每天的奖项只在当天的抽奖
箱中抽取产生，不重复抽取。抽
奖联填写不规范、字迹不清、内容
不完整的一律视为废票。

特等奖集中展会4天全部抽
奖联于7日下午16时抽取产生。

特等、一等奖项中奖者自理
个人所得税。

9月10日在《南国都市报》公
布中奖信息，l中奖者持门票、身
份证及手机号于9月26日前到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汽车工
作室兑奖，l 逾期视为自动弃
奖。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
拥有抽奖规则最终解释权。

【领奖须知】
获奖者在现场或展会结束后

在有效兑奖期内持门票、身份证
及手机号，领取奖品（赠票无效，
假票无效、复印无效）。

二十元票价亲民

看车展
赢宝马

中秋前夕 嗨爆椰城

金秋车展各馆精彩亮点抢“鲜”看

投票最后一天 市民喜爱车型即将揭晓

金秋车展购车优惠提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