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品牌、新车型发布
新品牌：

中国汽车市场又一国产新品牌诞生——枫叶汽车，本品牌主要专注于纯电动汽车，
由吉利旗下的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围绕绿色环保、科技时尚、安全可靠、皮实耐
用等设计理念，致力于让绿色出行成为全民共创、全民共享的新时代主流出行方式。4
月10日枫叶汽车品牌正式发布，并带来旗下首款新车枫叶30x。该车型定位为纯电动
小型SUV，基于吉利汽车旗下新款远景X3打造，NEDC工况续航里程为306公里，目前
该车补贴后的售价为6.88-7.98万元。

新车型：
9月17日，起亚凯酷上市发布。
9月19日，14代轩逸现场发布会；新一季MINI Countryman发布；东风风光580红

星版发布；领克06发布。

直播互动
9月17日、18日直播时间为15时30分至17时，19日直播时间为10时30分至12

时，将邀请品牌负责人与主持人进行直播访谈，介绍本次车展亮点，新车发布车型优惠，
品牌活动，同时美女主持人动态巡馆解说车型，与市民互动，并直播每天的抽奖环节。

网友可以通过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抖音平台观看直播，进行互动。
表演、抽奖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舞台。

抖音挑战赛
参与即有机会获得最高2688元奖金。
此次参赛作品可围绕“金秋车展”、用车感受、推荐车型等方面，展示自己与爱车的生

活故事，体现市民的幸福生活，参赛作品的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080*720（竖屏或者横
屏），时长在10秒至60秒。

具体参赛方式为：打开抖音APP，点击屏幕下方的“+”拍摄或上传参赛作品，在标题
栏输入“#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并@“海南日报大海之南”抖音账号。各参赛作者可关注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微信公众号、“海南日报大海之南”抖音号，大赛有关通知将通过以
上账号进行发布。

大赛于2020年9月18日23时59分截止数据统计，各参赛作者于当日23时59分前
将作品截图（作品点赞量及播放量截图）、姓名、电话、抖音 ID 发送至官方邮箱
344505652@qq.com，超过23时59分视为放弃参赛。

购车礼
1.2020年9月17日至20日期间，在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现场购车或订车的客户，可凭

购车或订车的合同、收款发票、银行收款票据到车展兑奖处领取礼品（食用油或大米）；
2.每天前100名购车或订车的客户可领取金龙鱼食用油一桶，每天前101-200名购

车或订车的客户可领取金龙鱼大米一袋，每份购车合同或订单票据仅限领取一份礼品，
重复领取无效；

3.购车或订车的客户领取礼品时，须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并填写个人真实名字、手机
号码、购车品牌；

4.购车或订车礼品每日限定200份，先到先领，领完即止；
5.最终解释权归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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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一等奖
数量
单价
二等奖
数量
单价
三等奖
数量
单价
四等奖
数量
单价
五等奖
数量
单价
幸运奖
数量
单价

9月17日
iPhone11 128G

1
4899元

iPad 128G
2

2799元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4
879元

小米电饭煲
8

349元
小米塔扇

10
299元

LED小风扇
125

15.8元

9月18日
HUAWEI P40 128G

1
4388元

iPad 128G
2

2799元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4
879元

小米电饭煲
8

349元
小米塔扇

10
299元

LED小风扇
125

15.8元

9月19日
HUAWEI P40 128G

1
4388元

iPad 128G
2

2799元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4
879元

小米电饭煲
8

349元
小米塔扇

10
299元

LED小风扇
125

15.8元

9月20日
iPhone11 128G

1
4899元

iPad 128G
2

2799元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4
879元

小米电饭煲
8

349元
小米塔扇

10
299元

LED小风扇
125

15.8元

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预设门票抽奖奖品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王
培琳 习霁鸿）金秋9月，2020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如约而至。9月17日9时
30分，金秋车展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正式开幕，并持续至9月20日。

与往年相比，今年活动组委会精
心为消费者提供了2000多个免费地
下停车位，逛展停车不再是难题，同时
购车大优惠，新品牌、新车型发布，车
型解说直播，现场抽奖，风情表演等活
动同样亮点纷呈，将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多样化的逛展体验。

据了解，金秋车展作为海南车市
销售王牌，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三届，
今年，第十四届金秋车展为期4天，
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吸引了上百
个汽车品牌参与，其中包括奔驰、宝
马、奥迪、林肯、英菲尼迪等众多知名
一线品牌。

除了提供逛展专用停车位之外，
本届车展的活动内容也让人惊喜连
连：车展上不仅能看到各大品牌的热
门车型，多款未上市的新车型也将首
次亮相。品牌全，种类多，中高端车、
经济代步车、新能源车等上千款不同
车型齐聚金秋车展，满足广大消费者

“一站式”购车需求。
本届车展还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

推出了多种类、大力度的专属购车优
惠以及购车礼。多个品牌厂商在车展
期间购车最高可减数万元，此外还有
超低首付、享终身质保、送充电桩等多
项优惠福利，而备受年轻人喜爱的
MINI还额外加送一年内免费鲜花配
送服务。

除了划算的购车优惠之外，本届
车展还为来到现场的市民游客准备了
超值“锦鲤大礼包”，其中一等奖品是
苹果 iPhone 11 128G 手机、华为
P40 128G手机，二等奖是苹果iPad
128G平板电脑，三等奖是科沃斯扫地
机器人，四等奖是小米电饭煲，五等奖
是小米塔扇以及 LED 小风扇等奖
品。在为期4天的车展现场，每天都
会抽取价值数十万元的惊喜大奖。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每天上
午和下午均有歌手现场献唱，还有泳
装走秀、模特走秀、旗袍走秀等活动。
而为增强爱车市民体验、丰富车展活
动形式，本届车展还首次引进互联网
直播，打造一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
型车展。此外，主办方还独家策划了
金秋车展首届抖音短视频大赛，鼓励
广大市民通过手机短视频，积极分享
自己与爱车的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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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奔驰、英菲尼迪、雷克萨斯、沃尔沃、吉普、林肯、广汽

三菱、红旗、凯迪拉克、威马

部分优惠信息：
凯迪拉克：车展期间最高优惠10万元，超低首付2.5万元起，9大

职业购车享购置税减免50%优惠。
新款林肯MKZ：包牌价：25.98万元起，首付低至1.1万元起，月

供低至552元起。
奔驰B级运动旅行车：首付2.1万元起，月付2502元起，或者首

付4.2万元起，月供1880元起；奔驰长轴距A级车：首付1.8万元，月
付2055元起，或者首付3.6万元起，月供1503元起。

英菲尼迪：首付0元，心仪座驾马上开走。
沃尔沃S60：首付低至5.7万元起，限量超值金融礼包尊享5年

零利率。

讴歌、上汽大通、广汽蔚来、领克、一汽大众、上汽大众、
捷达、奥迪、宝马、MINI、广汽新能源、广汽传祺、WEY

部分优惠信息：
讴歌：“致敬白衣卫士”贴心尊享最高1.3万元专属礼遇。
奥迪：全系七六折起。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综合优惠7万元，订车限时抢5年延长

质保，家轿系列享3年七五折保值回购，全系最高享1万元置换补贴，
首付1成起享5年超低利率信贷。

BMW：1系三厢运动轿车悦享48期0首付或“日付”45元起，优
惠高达5.8万元。

广汽传祺：GS4车展特供版综合优惠2.8万元，GS5车展特供版
综合优惠2.5万元，其他车型均有车展特供版超低优惠。

沪能新能源、中兴皮卡、枫叶汽车、郑州日产、福田皮
卡、零跑、捷途、爱驰、庆铃、宝骏、新宝骏、五菱、奇瑞汽车、
星途汽车、东风风光、长安欧尚汽车、长安凯程皮卡、比亚
迪、斯柯达、江铃、江淮新能源、几何汽车、东风风行

部分优惠信息：
比亚迪：订车可享受9重豪礼，最高优惠2万元，最高置换补贴2万元。
东风风行：全系现金至高优惠2.5万元+5880元豪华大礼包，菱

智M5EV车展特惠价11.99万元，首付1万元、补贴1万元。
枫叶汽车：现场下订既可赠送油米，订车既享受厂家6重礼，3享3赠。
合田福田皮卡：全系至高综合优惠1.6万元。
合群郑州日产：全系至高综合优惠1.5万元。

东风日产、东风悦达起亚、几何汽车、广汽传祺、广汽
丰田、名爵汽车、长安汽车、东风标致、北京汽车、别克、雪
佛兰、北京现代、广汽本田、吉利、荣威、一汽丰田、一汽奔
腾、东风本田、东风启辰、长安马自达、一汽马自达、哈弗、
欧拉、长城皮卡

部分优惠信息：
东风悦达起亚：全新一代K5凯酷包牌价16.18万元起。
东风本田：金秋车展全系车型抄底优惠。
长安马自达：公务员、大客户购车至高可享6000元超值礼遇。
广汽本田：皓影240 CVT车展豪华特供版，优惠1万元，按揭可

享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冠道370车展豪华特供版，优惠5000元，按
揭可享0手续费；混动奥德赛25.98万元起，优惠5000元，按揭可享
零手续费；凌派车展舒适特供版12.48万元，优惠2.5万元；缤智车展
精英特供版14.88万元，优惠2.5万元；雅阁230 TURBO车展舒适
特供版18.58万元，优惠1.2万元等。以上优惠政策仅限车展期间，在
海南正规广汽本田4S店选购才能享原厂质保服务。

A馆

豪华馆

B馆（开幕式大厅）

C馆（开幕式大厅）

场馆分布以及
车展期间部分购车优惠
（优惠价格请以活动当天实际价格
为准，具体配置以所购车型为准）

停车交通：2000多
个免费地下停车位；免
费摆渡车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二期展馆停车场作为本
届金秋车展的专用停车
场地，届时将免费提供
给持有门票的市民游客

使 用。
该停车
场是今

年新建成
的地下停
车场，分

为南北两区，共计2026
个停车位，其中包含323
个充电车位，41个无障碍
车位。需要注意的是，停
车场内的新能源充电桩
暂未投入使用。

此次车展新增免费
摆渡车，方便市民游客
逛车展。摆渡车上车点
位于会展中心二期停车
场南入口，下车点位于
会展中心一期公交车站
处。摆渡时间是车展期
间上午8时20分到下午
6点。发车的频率根据
现场市民实际情况，按
需发车。

！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展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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