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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3 个展馆 展陈面积5 万平方米 展出超100 个品牌逾1000 辆车
观看车展直播的线上观众

超过200000 人次
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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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设3个展馆，展陈面积5万平方米，展出超
100个品牌共1000多辆车。

4天时间，入馆超11万人次，售出4000多
笔订单，超5.9亿元销售额。

9月20日，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
控的阶段，车展的亮眼成绩单有力提振了海南
车市的整体信心。

人气旺
现场观众摩肩接踵

“来看展的客人太多了，我的嗓子已经喊哑
了，这两天全靠灌凉茶顶着。”20日上午，在A
馆入口，一位工作人员满面红光地向海南日报
记者“抱怨”。她的主要工作是指引观展的市民
游客扫描健康码、有序入场，“这几天，光经这个
入口进去的市民游客就有好几万人次。”

9月19日至20日，恰逢周末。超过5万平
方米的展馆里市民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沟通
得靠扯着嗓子喊，办事必须三步并作两步跑，碰
上新车发布时，观众将发布台里三层外三层地
围起来，后排观众只能看见前排观众的后脑勺。

“从2017年开始，金秋车展我每年都来。”
20日上午，刚刚逛完吉普品牌展位的海口市民
冯先生告诉记者，“需要买车的时候，这里优惠
最大，不买车的时候，作为一名爱车者，我也能
来一饱眼福，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穿梭在展馆中，记者注意到，除了海口本地
口音外，其他地区的口音也不绝于耳。

来自儋州的何女士和新婚丈夫来到上汽大
众展区，挑选小家庭的第一辆车，“虽然路程挺
远，但是在这里买车省下的钱足足能抵几十趟
路费了，值！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同事昨天就
来了”。

海南日报记者从车展主办方了解到，车展
首日适逢工作日，即便如此，当天进场人员也多
达2.93万余人次，进入周末后，更多海口之外
其他市县的游客涌入车展，占比约五成。

订单多
销售忙得不亦乐乎

4天展期中，展商们捷报频传，以19日为
例：当天，东风启辰展位总经理万利不到两个小
时已经在朋友圈“晒”了8笔成交订单；广汽丰
田销售人员唐先生两个小时内就完成了一周的
销售任务；东风日产展位单日就订出80多台汽

车……
“今天早上我们放在前台的这种传单有10

多厘米厚，现在才两个小时过去，剩下的传单已
经不到1厘米厚了。”20日上午，广汽丰田品牌
展位的一名前台工作人员介绍，当天该展位配
备了20多个销售人员，却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海南宝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顾问
陈婷颖十分享受这样“脚不沾地”的忙碌与快
乐。她兴奋地说，光是17日、18日两天，自己
就已经拿下了销售额达400多万元的订单，

“19日、20日是周末，人更多了，订单也更多了，
我都忙得来不及统计”。

记者逛展发现，部分展商的洽谈室外还放
置着一张“订车风云榜”，上面记录着车展期间
订车客户的姓名和预订车型。在雷克萨斯品牌
的“订车风云榜”上，密密麻麻的预订信息几乎
填满了展板。一位销售人员趁着整理合同的间
隙向记者介绍，截至20日上午，该展位已售出
了70多台车辆，“在疫情形势下，这样的销量实
在是振奋人心！”

宣传广
超20万人次观看车展直播

金秋车展的爆火，离不开高频次、高含金量

的宣传。
今年车展期间，海报集团采取“纸媒、广播、

短视频、网络、硬广、直播”六位一体的全媒体宣
传方式。借助今日头条、抖音等媒体进行宣
传。同时，为让有购车需求的消费者及时接收
车展信息，今年，车展组委会在市县精准投放，充
分调动儋州、琼海、文昌、临高、屯昌、定安、白沙
等各市县融媒体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使金秋
车展的影响更加广泛，覆盖人群更加多元。

“今年明显感觉到来自其他市县的客户大
幅度增加。”广汽丰田海口中升嘉翔南海店市场
部相关负责人说，尤其在车展后半段，许多来自
其他市县的客户都赶着周末远道而来，“这不但
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也提高了我们的知名度”。

海口市民周传龙和朋友们是被抖音上的直
播吸引过来的。通过美女主播包包的直播解
说，周传龙发现车展上有不少新车，便约上了朋
友们一道前来逛展。

记者从车展主办方获悉，车展期间，除了邀
请美女主播直播逛展外，主办方还开设了“车商
直播间”，每天及时搜集、发布车展优惠信息等，
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的网友和市民轻松掌握汽车
折扣信息，方便购车，而4天时间里，和周传龙
一起看车展直播的人数超过了20万人次。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落下帷幕

4天4000单！成交超5.9亿元 销售火热，媒体记者采访屡“碰壁”

“采访展商太难了”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采访展商，实在是太难了！”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连日来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的感
受。9月20日，金秋车展进入收官倒计时，车展
现场人山人海。当日，记者试图采访几位展商，
却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请稍等，我接待完这位客户再接受采访
吧”“抱歉，顾客太多，我们所有同事现在都忙得
不可开交，再等等吧”“不好意思，又来了一波客
户，我先去招待一下”……在协调采访的过程
中，这是记者最常听到的回答。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卖出了71辆车，销量
十分喜人。”上午11时许，在雷克萨斯品牌展
位，一位销售人员一边接受着记者采访，一边观
察着四周的客人。他刚刚向记者介绍了两句，
便远远看见两位客人结伴向展位走来。该销售
人员迅速环顾四周，发现其他同事都在对接客
户，不得不再一次暂停与记者的交谈：“我先去
接待客户，请你稍等片刻。”话音未落，他已朝着
客户方向大步走去。

记者迅速跟上这位销售人员。两位客户听
完了介绍、上车体验了一番，当即决定下单。“记
者朋友，请你再等等，我带客人去洽谈室签合
同。”销售人员一边引导客户，一边与记者沟通。

在等待期间，记者又来到东风日产品牌展
位。只见面积不小的展台上已经站满了人，在
其间行走，必须侧身、躲避甚至绕路。大量客户
同时咨询，销售人员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才能
确保让客户听清。

“这次的车展太火爆了，我们个个都忙得脚
不沾地，水都顾不上喝、饭也顾不上吃。”几位销
售人员不约而同地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记者留
意到，他们的声音已几近沙哑。

在五菱宏光展位，记者见缝插针“逮”住了
刚刚拿下一笔订单的一位销售人员。他告诉记
者，车展还未结束，公司为车展准备的70多台
MINI EV就基本已经被抢购完了。

“来新客人了，我要去忙了。”用余光发现了
一组客人，该销售人员向记者致歉后，又渐渐隐
入人群之中。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多重大奖回馈观展市民

“逛展还能中大奖”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2020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进行的4天中，除了展馆内
各个品牌款项的车辆“主角”，每天16时许，B馆
中心舞台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
有很多大奖被现场抽出。市民购买门票进场观
展即可有机会中大奖，这已经是被广大市民所
熟知的幸运“小套路”。

“没想到逛车展还能中大奖，感觉自己非常
幸运。”9月18日上午，迎着风雨，琼海市民张女
士第二次赶到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现场。
只不过，她上次是来看车，这次则是专程来兑奖
——一部全新的iPhone11手机。

市民周女士已经连续4年来金秋车展看
展，今年中了小米电饭煲。“前年中了阳澄湖大
闸蟹，去年中了清洗车辆的套装，价值几千元。
没想到今年又抱了个电饭煲回家。”周女士细数
着金秋车展每年带来的惊喜。

据了解，每年金秋车展，主办方都会准备价
值丰厚的奖品回馈广大参展群众。今年，车展主
办方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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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送出800
份。此外，多个品牌厂商在车展期间购车最高可
减数万元，还有超低首付、享终身质保、送充电桩
等多项优惠福利，备受年轻人喜爱的MINI品牌
还额外加送一年内免费鲜花配送服务。

除了特别划算的购车优惠之外，车展还为
来到现场的市民游客准备了超值的“锦鲤”大礼
包，其中一等奖品是 iPhone11 128G、HUA-
WEI P40 128G，二等奖是iPad 128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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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期4天的车展现场，每天都抽取价值数十万元
的惊喜大奖。

与此同时，参展车商也纷纷组织各种活动
回馈参展市民，包括扫码互动送爆米花、棉花糖
等礼品，还提供形式多样的互动游戏，既收获人
气，又为观展群众带来很多乐趣。

据了解，金秋车展所有奖项当晚都会在微信
公众号“大海融媒”进行发布，中奖者可根据相关
提示在指定时间内领取奖品，逾期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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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 习霁
鸿）“这真是一届亲民的车展。”9月20日中午，
对大众朗逸了解已久的市民朱先生，赶在车展最
后一天前来观展，看到优惠不少，就准备订车
了。为期4天的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9月20
日落下帷幕。“亲民”是很多观展者最大的感受，
优惠大、折扣低，在金秋车展买车是最好的时机，
是很多海南市民的共识。

刚来海南工作两年的王莎，最近想买一辆
车，在本地同事的强烈推荐下，王莎20日来到金
秋车展选购。“车展整体优惠很大、很适合有意愿
购车的人群。”这是“新海南人”王莎第一次来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的体验。

“新款雷凌和新款轩逸是我主要对比的两款
车，性价比都很高，等我摇到号就订车。”王莎说。

几位逛展多年的市民游客向记者反映，今年
除了热闹更胜以往，服务也更加完善了。

据了解，考虑到逛展人群庞大，车展主办方
积极与会展中心方面对接，将今年新建成的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展馆地下停车场（以下简称观
众停车场）作为本届金秋车展的专用停车场地，
共设2026个停车位，其中包含323个充电车位
和41个无障碍车位。

记者探访发现，新增的观众停车场距离展馆
约1000米，步行大约需15分钟。为此，本届车展
主办方还新增了观众停车场和展馆之间的免费
摆渡车，上车点就位于观众停车场南入口，下车点
则位于会展中心一期公交车站处，自8时20分到
18时，按需发车。

据车展主办方介绍，该车展早于半年前就已
经开始策划，就是希望能让市民游客逛得爽、买

得省。除此之外，今年车展还新
增了购车礼，来自主办方的800
份购车礼让市民游客感受到了
满满的诚意。

观展者中也有部分是暂时没
打算购车，却想带着孩子长长见
识的。市民吴龙便是其中一员。
吴龙说，自己目前开的一汽丰田
卡罗拉，是在往届金秋车展上预
订的，当时也有不少优惠。以后

一旦有金秋车展就
想来看看。

在车展现场，
海南日报记者随
意走访就发现，很
多观展群众都是

“金秋车展”的老
粉，买不买车都要
来看看，已经是好
多海南百姓在金
秋9月与朋友相约
去做的事情。

此外，为了让
市民、网友有更好
的逛展体验，车展
过程中每天都进行
直播的“网络直播
间”总计引来20余
万人次的网友在线
观看。为了给“云”

逛展的网友提供更好的服务，在
网络直播的过程中，主办方会搜
集互动网友提出的相关问题，并
在下一场直播中，尽量满足网友
对新车型、新性能了解以及购车
最低折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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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优惠大

购车选择多

服务更贴心

9月19日，车展上的车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99月月1919日日，，车展现场人气爆棚车展现场人气爆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99月月1919日日，，购车者在车展上抽奖购车者在车展上抽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99月月1919日日，，车展现场车展现场，，海报集团网络主播包若言海报集团网络主播包若言（（右右））在进行直播在进行直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