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模很敬业 4天来，美丽的车模相当敬业，为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增添了
很多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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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记者周月光）
今天是车展最后一天，众多有购车意向的
消费者趁着最后机会来到车展现场。相比
于前三天，今天的购车异常火爆。其中综
艺节目“爸爸去哪儿”里的座驾——长安马
自达CX-5受到市民追捧。长安马自达销
售人员介绍，该款车型车展期间售出50多
台。

记者采访发现，本次车展不仅吸引众多
成年市民，许多孩子也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
车展现场，帮助爸爸妈妈“把关”。

海口市民张先生和妻子、女儿在马自
达展台一起看车，进车体验时，女儿率先钻
进副驾驶座，有模有样地对这款车进行点
评。“这就是‘爸爸去哪儿’第三季里面的那
款车呀，这辆车真宽敞，以后爸爸妈妈开这
辆车送我上学，我就不担心背着书包挤公交
了。”张先生的女儿说。“买家庭用车，家里的
每一个成员都有发言权，所以就把女儿也带
来了，听听她的意见。”张先生笑着告诉记
者，他们一家三口已经做好了分工，爸爸负
责看汽车技术、质量，妈妈把关价格，车型和
颜色则会听女儿的意见。“这款马自达CX-
5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家庭用。”张先生解释
说，这款车外型时尚，操作简单，还非常省
油。而且价格也不贵，车展中优惠幅度又
这么大，真的很不错。

“爸爸去哪儿”
专属座驾受热捧
长安马自达CX-5空间大
适合家用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周月光）本届车展，
不仅车展组委会推出50万元348项大奖，各汽车厂
商也争着推出各种奖品。在省国际会展中心B展馆
知豆车展区，美的冰箱、美的电磁炉以及美的电热水
器整齐摆放在显眼位置。

知豆是一款电动车品牌，该车以欧洲设计理念设
计，纯自主正向研发，已获得欧洲E-Mark认证，并
通过了ISO9001、CCC和欧洲CE认证，目前出口意
大利。它以亲民的价格、萌巧外观、灵动操作、全程保
姆式服务，更有丰富灵活的租购方案，让车友们轻松
拥有E车易生活。

此次车展中，知豆推出新车D2以及销量领先的
301C这两款车型。知豆D2于五月在韩国上市，此
次也是借车首次在海南亮相。该车指导售价为
5.68 万元，作为新车，在车展期间还有优惠 3000
元。而301C除了在价格上比之前优惠了1万元，
更是推出了前20位全款购车的观众可享8折优惠
的活动。车展价格仅3.98万元，还送价值3000元
的精美大礼包，更可参与抽奖送冰箱、电磁炉以及
电热水器等活动。

这样的抽奖小活动在车展现场不少见，砸金蛋抽
大奖、刮刮乐、马克杯、抱枕、有奖问答……这些赢取
小礼品的活动随处可见。

经销商真舍得“砸钱”
争着推出各种奖品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周月光）车
展中，不仅买车有优惠，还能便宜买游艇。起
亚展区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美国原装进
口的游艇在车展上销售了！不仅如此，原价
39.8万元的游艇在车展中价格优惠达到了5
万元。

在海南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屿中，拥有一
艘游艇，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经验老到的航
海迷，都能享受到航海的乐趣。加之绝对具
有诱惑力的价格，这款游艇也成为起亚展厅
的一个热点，吸引了不少人气。

买车不够嗨？
那就买游艇吧！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
周月光）今天下午4点55分，在省
国际会展中心大厅，海南大学大三
学生柯冬抽出最后一项境外游惊
喜大奖最高奖——日本游，主持人
宣布获奖者是“王夏”时，现场一片
欢呼。至此，海报集团2015金秋
车展50万元大奖全部抽出。

“真的吗？我真的中了日本游

大奖？”当记者拔通王夏电话时，她
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相信。

记者通过短信把她中奖信息
发给她时，她说了一句：真不可思
议，我只买了一张车展门票，就中
了这样的大奖，真的好开心！

王夏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现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二。
她有位同学非常喜欢车，车展开幕以

来，一直惦记着要去车展看看。今天
是车展最后一天，她就和另外一个
同学陪这位同学去逛车展。

“我们总共只买了3张门票，根
本没想到会中大奖。因为下午还
有兼职，所以逛完展馆把抽奖副券
放进抽奖箱，我们就回来了。”王夏
说，后来虽然也听别人说中大奖
了，不过她还是不相信，因为她此

前手气一直差，从来没有中过什么
大奖，直到看见记者发的图片才确
信她真中大奖了。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组委
会经过多次增加，奖品总价值最终
达到50万元，奖品总价值与奖品
数量均创岛内车展之最。车展4
天，像王夏一样一不小心被大奖砸
中的市民达到348人次。

50万元大奖让车展变身欢乐节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
周月光）4天卖车5990辆，4天派发
大奖50万元。今天下午6点，海报
集团2015金秋车展完美收官。车
商很满意：海报集团再造神话，又
成为今年最会卖车的车展；市民也
很满意：逛车展像过节，大奖天天
拿不停。

销售顾问卖车创纪录

“本届海报车展，一汽丰田轻
松卖车800辆。”今天下午5点，距
离车展闭幕还有1小时，一汽丰田
海南区域经理薛伟告诉记者，虽然
最终数字没有统计出来，但肯定超
过 800 辆，像卡罗拉 4 天就卖了
300 多辆，还有刚上市的新皇冠
2.0T，虽然没有优惠，也收获50多
辆订单。

“我参加过很多车展，本届车
展是我个人卖车最多的一次，以前
我个人纪录是一届车展卖8辆沃尔
沃，这届车展我一个人卖了9辆沃
尔沃。”在海南福德集团的沃尔沃
汽车展馆，销售顾问陈声震说：“沃
尔沃是高级车，一辆车几十万元，
平常销售顾问一个月才卖三四辆，

海报集团车展4天，我一个人卖9
辆车，这种现象在全国都是少见
的。”

今天下午5点，记者在省国际
会展中心采访时看到，各品牌汽车
展馆的销售顾问都一脸疲惫，不过
大家都很开心。

“车展期间，虽然很累，但大家
都觉得值得，毕竟这是一年卖车最
好的时机，做好海报集团车展销售
工作，车商一年的大局基本就稳定
下来了。”薛伟说，因为人气爆棚，
一汽丰田的多个4S店的老总们亲
自上阵接待顾客，大家都是连续
作战。

一站式购物引爆车市

今年以来，由于车市遭遇寒
流，本届车展得到车商格外重
视。占岛内汽车销量超过20%的
汽车集团——嘉华集团经销的中
高端汽车品牌100余款车型全部
参展；岛内经销汽车品牌最多的
经销商——海南福德集团旗下17
个汽车品牌集中发力；此外，岛内
重点汽车经销商海南东风南方汽
车公司、海南创亿汽车公司、海南

京诚汽车公司、海南世博汽车公
司、海南宝翔行宝马汽车4S店、海
南皇冠实业汽车公司等 60 多个
汽车品牌500多款车型集中登台
展销。

不仅车型多，而且优惠幅度
大。福德集团 20 多款车巨惠促
销，如沃尔沃的XC60直降3.5万
元、S0L现金优惠5.5万元，福特全
系最高优惠4万元等；嘉华集团的
奔驰4S店促销车型ML车展重点
推介，最大优惠达15万元；英菲尼
迪 4S 店车展重点推介 QX60 和
Q50L两款车型，车展购车最高优
惠达到30万元；海南宝翔行宝马
4S店宣称：车展期间推出巨幅优
惠，最高优惠达到10万元，20万
元买宝马成为现实；海南世博汽
车公司透露，车展期间，奥迪A6
优惠达到8折，相当于每辆车优惠
4万元；原价9.67万元的东风标致
301 幸福版车型，车展期间只要
5.98万元。

业内人士分析，海报集团2015
金秋车展成功打造一站式购车，充
分满足市民购车需求，使车商卖车
效率大幅提高，再次验证海报金秋
车展是“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

348项大奖聚集人气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4天
时间人气爆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每天大奖抽不停，聚集大量人气。

本届车展，组委会一而再再而
三增加奖品，除原计划的“一等奖
iPhone6（每天2名），二等奖海尔
1.5匹变频空调（每天5名），三等奖
iPad mini 2（每天6名），四等奖三
星手机G5308W（每天8名），五等
奖聚蓝牌便携式净水器（每天60
名）”外，又两次额外增设16名境外
游惊喜大奖和8名汽车音响改装大
礼包。各种奖品总价值累计达到50
万元。

“车展聚集人气非常重要，对于
举办方来说，必须舍得投入。海报
集团2015金秋车展，奖品总价值
达到50万元，各类奖项达到348
项，不仅在岛内是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在全国车展上也是很少见
的。”一位汽车生产商海南区域经
理说，海南总人口不到1000万人，
而车展4天，观展人次超过18万，
难能可贵，再次凸显“最会卖车的
车展”的品牌影响力。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

海报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周月光）车商车展
大幅优惠，让展区位置的重要性变得不再那么突出。
位于C展馆一角的观致品牌和它所在的位置一样，都
不被大众所熟知，然而车展上这款车依然销得不错。

文昌的王先生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来到海口西
海岸看车展，而他此次来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下
朋友给他推荐的观致3都市SUV。

王先生在文昌搞养殖生意，随着生意越做越红
火，购买一辆能跑长途耐力好又有档次的车，是他今
年的计划。在关注过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诸多车
型后，王先生最终选择了朋友去年购买的观致3都市
SUV。

“朋友买了这款车，开了有半年多了，我也试过几
次，确实不管从价格还是车的品质来说，都非常适合
我们的需求，所以决定买这款，但一直没出手，就是想
等到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能享受更多优惠。”王先生
笑着说。

据了解，王先生花费16.79万元，通过按揭贷款
的方式购买了这款车的最高配，比原价17.99万元优
惠了1.2万元，而且还可以享受两年零利息的优惠。

观致经销商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从观致品牌去年
6月份进入海南市场以来，虽然大众并不了解，但通
过老顾客带新顾客，越来越多人购买并了解观致。特
别是今年初上市的观致3都市SUV，凭借外观设计获
得红点设计大奖、欧盟标准生产，1.6T涡轮增压、油耗
6.9升/百公里等特点，吸引了年龄25岁-40岁之间人
群的极高关注，因为车展上优惠幅度大，很多市民纷
纷下订单。

车展价格巨惠，非知名品牌也走俏

观致3都市SUV热销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周月光）一般情况
下，刚上市的新车没有现金优惠，但为在车展上吸引
消费者，有不少车商打擦边球，推出五花八门的赠
品。名爵汽车经销商推出买车送汽油活动，打动了众
多买车市民的心。

80后小伙阿辉大学毕业后在海口工作，因工作
地点与居住地较远，他便有了购车的打算。在本届车
展上，阿辉将“心仪”的爱车开回家了，享受了车展的
特别优惠，开心得不得了。

“本来我已看好了名爵锐腾SUV，价格早就有
底。因为今年上半年该款车才在海南亮相，一直以来
没有现金上的优惠，所以，这次到车展上一看，很划
算，便赶紧下手了。”阿辉告诉记者，车展上名爵锐腾
SUV虽然没有现金优惠，但订购该车将赠送半吨汽
油，算下来也有好几千元的优惠，他就毫不犹豫订购
了该款车。

当80后成为市场的消费主力之后，年轻化的设
计成为汽车设计的大趋势。名爵锐腾无论是内部还
是外部的新设计，都符合目前主流年轻消费群体的口
味。名爵锐腾，作为上汽首款SUV，有着漂亮的外
观，搭载1.5T和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名爵锐腾1.5T
版本有着非常好的燃油经济性，而2.0T版本动力强
劲，它的0-100km/h加速仅用7.89秒就完成。阿辉
说，他不但喜欢该车的外观，其中控台整体布局看起
来也很有层次感。

今天上午，名爵汽车经销商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款车型的主要购买人群在28岁—40岁之间，在车
展期间订车赠送半吨汽油。而车展之后，将不再有这
样的优惠了。正在观看车型的李先生说，这款车真不
错，他也准备入手一辆。

新车无现金优惠，商家另打“擦边球”

买名爵锐腾送半吨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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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来，买车的人扎堆，往往是好几个人
围着一个销售顾问。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销售顾问很忙

说
4天车展

成交车辆

5990台

成交金额

8.34亿

观展人次

18.37万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