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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4月 30日至 5月 4日，

第十三届福州汽车展示会（以下简

称“福州车展”）在福州金山展览城

举行。

本届展会由福州市人民政府

和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联合主办，福州会展业公司承办。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董事

长蔡诗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陈为民、福州市政协副主席何

宜刚、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

巡视员王华、福州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王国华、福州市贸易发展

局局长林厚新，中国汽车工业国

际合作总公司总裁刘敬桢、副总

裁经永建，福州市委、市政府办公

厅和市委宣传部、市贸发局、市执

法局、市公安局、市交巡警支队、

市消防支队、市贸促会的领导以

及福州电视台和参展企业的代表

出席了车展开幕式。

福州车展作为福建省最早、最

大的专业汽车展会，已经成为黄金

周期间福州市民赏车购车的经典

展会，其辐射面达到整个福建省，

而且福建省的汽车销量每年都在

不断上升，福州的城镇人口是厦门

的数十倍，潜在的汽车用户市场很

大，每次展会都吸引了大量的市民

前来赏车购车，无论人流量还是成

交金额都在福建省各种车展中独

占鳌头。

在延续前几届福州车展风格

与特色的基础上，车展主办方锐意

创新，着力提升展会的服务水平和

品牌影响力，得到了国内外汽车巨

头的热捧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让五一假期的金山展览城成为福

州人气最旺之地。

据了解，本届福州车展在参

展规模、展示档次、配套服务、成

交量、观展人流量等方面都超过

了历届车展，再次实现了福州车

展的历史性突破。同时，这些超

越也使福州车展的影响力从福州

辐射到整个海峡西岸，成为全国

性汽车盛会。

2009年对于福州车展来说，值

得纪念。这一年，中汽国际正式加

入主办，车展规模突破3万平方米，

展会品质全面提升，福州车展从一

个地方车展一跃成为全国性车展。

规模升级

面积超过3万平米
福州车展的升级，规模是最为

直观的评价标准。本届车展展会

面积达到 3万多平方米，参展商数

量比上届增加了 20%左右，参展车

型涉及所有国产及合资汽车品牌，

多达 50 余个，来自福州的 60 多家

知名汽车经销商参展。据了解，本

届展会 80%的展位由厂家直接参

与布展，并均按照全国性车展档次

设计制作。

尽管今年“五一”假期由七天

缩减为三天，而且全球金融危机已

波及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这些丝毫

没有影响本届车展的人气。据统

计，五天展期内，参观人流达到 13

万左右，比上届增长近一倍。

专业升级

政府携手中汽国际

为了全面提升福州车展在全

国的影响力，福州市人民政府携手

中汽国际共同主办本届展会。福

州汽车业界人士认为，今年中汽国

际的加盟，对福州车展规格的提升

有助推作用，也标志着福州国际车

展从地方性展会逐步升格为全国

性汽车展会。

作为主办方，福州市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车展的筹备工作。市

长郑松岩亲自批示，要大力支持

福州车展的发展，引进国际性汽

车品牌，把车展做大做强，把福州

车展提升为全国性车展。福州市

贸发局领导对车展的筹备组织工

作也十分重视，明确各相关部门

工作内容和责任分工，对确保汽

车展会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提出明

确要求。

作为国内自主品牌最多、综合

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展览

公司，中汽国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和资源优势，为福州车展导入专业

理念。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运作为

展会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由

于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展会吸引

了国内外厂商踊跃参展。

档次升级

名车云集夺人眼球

本届车展进口高档车的参展

数量和参展规模均大大超过往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豪车参展

数为历届最多。

由于中汽国际和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的参与，本届展会吸引了众

多世界顶级品牌加盟。劳斯莱斯、

迈巴赫、保时捷、宾利、法拉利等国

际名车首次前来参展，全面提升了

福州车展的档次。此外，凯迪拉

克、奔驰、宝马、雷克萨斯、讴歌、英

菲尼迪等全球著名汽车品牌也都

携众多明星车型亮相金山展览城，

与福州市民近距离亲密接触。

配套升级

展会活动丰富多彩

本届车展特色突出、内涵丰

富。在集中展示中外汽车行业最新

产品和最新技术的同时，力求比较

充分地挖掘汽车文化的丰富内涵。

展会期间，组委会举办了“人、

车、自然”摄影大赛、新车试乘试

驾、新车优惠促销、现场文艺演出、

汽车特技表演、儿童遥控车比赛、

特色展台及汽车模特评选等活动，

推广了汽车文化，丰富了车展内

涵，为车展增加了不少亮色。第五

届“汽车五月天”汽车用品展也与

车展同期举办，车展和汽车用品展

的联合，丰富了展会的功能，提升

了展会的规格。

同时，展会主办方还为参展厂

商、观众提供了多种便捷、人性化

的配套服务。展会期间设立了足

够的临时停车场，做好消防、交通、

安全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确保展

会的顺利举行。

宣传升级

多个阶段密集推广

为了做大做强福州车展，组委

会在前期宣传和展会期间的推广方

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将车展的宣传

范围扩大到全国。在前期宣传方面，

组委会选择了全国性汽车网站和本

地汽车网站相结合的方式，把福州车

展的各种动态信息传递到全国，让更

多的人关注本次车展。进入车展展

示期，广告宣传遍及省市主要媒体，

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网站等各种主

流媒体，影响人群十分广泛。在车展

开幕当天，超过30家省内外媒体对

福州车展进行了详细报道，福州电台

还进行了现场直播。同时，在本届车

展上，媒体展示区的规模也超过往

届，多家媒体均在车展现场展示自身

形象，对车展进行现场报道。

效益升级

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本届车展经贸交流比较活跃、

会展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很好地起

到了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作用。

据组委会统计，本届车展展会

现 场 人 流 量 达 13 万 多 ，共 成 交

1652 台车（是 2008 年车展成交量

的 3 倍），总成交金额近 3 亿多元。

其中东风日产单一品牌成交 380

多台车，创历史新高；进口车的销

售也十分火爆：宝马汽车销售量达

58 台、奔驰 8 台、保时捷 5 台、英菲

尼迪3台、劳斯莱斯1台。

本届车展吸引了来自全省的

汽车消费人群，不仅为福州带来了

直接经济效益，还带动了市中心区

住宿、餐饮、交通、旅游、摄影、广告

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何萌 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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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
福州汽车展示会

成功升级
福州车展突破历史成全国性车展



链接：福州简介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会，全省的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也是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城市人文底蕴和

历史积淀。

福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开放

的前沿窗口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口岸。

早在东汉时期，福州就与东南亚地区有

贸易往来。唐宋时期，福州已成为“百

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

华国际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门户。明代，福州对外贸易进入鼎

盛时期，福州港正式成为国家港口。清

代自康熙、雍正之后开禁设关，福州对

外贸易又趋繁荣，“使西南洋诸口咸来

互市”。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

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福州

成为全国首批 14 个对外开放沿海港口

城市之一，享有国家赋予的经济技术开

发区、保税区、高科技园区、出口加工区

等优惠政策。

福州是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省

会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和对

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

以来，福州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

发展，初具经济繁荣、科教发达、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城市风貌，被评为

中国持续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

近年来，福州市还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

城 市（1999 年）、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2000 年）、国家园林城市（2003 年）、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2004 年）等称号。并

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先进城市、六次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五次获得全

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福州是祖国大陆著名的台胞祖籍

地，也是海峡西岸重要的对台合作交流

前沿平台。改革开放以来，福州相继被

国家确定为海峡两岸直航试点口岸、海

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台胞落地办证

口岸，拥有台商投资区等国家级对台产

业合作基地，是祖国大陆对台优惠政策

覆盖面最广、两岸合作交流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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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品质全面提升，福州车展从一

个地方车展一跃成为全国性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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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涉及所有国产及合资汽车品牌，

多达 50 余个，来自福州的 60 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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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展，并均按照全国性车展档次

设计制作。

尽管今年“五一”假期由七天

缩减为三天，而且全球金融危机已

波及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这些丝毫

没有影响本届车展的人气。据统

计，五天展期内，参观人流达到 13

万左右，比上届增长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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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提升福州车展在全

国的影响力，福州市人民政府携手

中汽国际共同主办本届展会。福

州汽车业界人士认为，今年中汽国

际的加盟，对福州车展规格的提升

有助推作用，也标志着福州国际车

展从地方性展会逐步升格为全国

性汽车展会。

作为主办方，福州市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车展的筹备工作。市

长郑松岩亲自批示，要大力支持

福州车展的发展，引进国际性汽

车品牌，把车展做大做强，把福州

车展提升为全国性车展。福州市

贸发局领导对车展的筹备组织工

作也十分重视，明确各相关部门

工作内容和责任分工，对确保汽

车展会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提出明

确要求。

作为国内自主品牌最多、综合

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专业展览

公司，中汽国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和资源优势，为福州车展导入专业

理念。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运作为

展会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由

于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展会吸引

了国内外厂商踊跃参展。

档次升级

名车云集夺人眼球

本届车展进口高档车的参展

数量和参展规模均大大超过往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豪车参展

数为历届最多。

由于中汽国际和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的参与，本届展会吸引了众

多世界顶级品牌加盟。劳斯莱斯、

迈巴赫、保时捷、宾利、法拉利等国

际名车首次前来参展，全面提升了

福州车展的档次。此外，凯迪拉

克、奔驰、宝马、雷克萨斯、讴歌、英

菲尼迪等全球著名汽车品牌也都

携众多明星车型亮相金山展览城，

与福州市民近距离亲密接触。

配套升级

展会活动丰富多彩

本届车展特色突出、内涵丰

富。在集中展示中外汽车行业最新

产品和最新技术的同时，力求比较

充分地挖掘汽车文化的丰富内涵。

展会期间，组委会举办了“人、

车、自然”摄影大赛、新车试乘试

驾、新车优惠促销、现场文艺演出、

汽车特技表演、儿童遥控车比赛、

特色展台及汽车模特评选等活动，

推广了汽车文化，丰富了车展内

涵，为车展增加了不少亮色。第五

届“汽车五月天”汽车用品展也与

车展同期举办，车展和汽车用品展

的联合，丰富了展会的功能，提升

了展会的规格。

同时，展会主办方还为参展厂

商、观众提供了多种便捷、人性化

的配套服务。展会期间设立了足

够的临时停车场，做好消防、交通、

安全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确保展

会的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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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大做强福州车展，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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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将车展的宣传

范围扩大到全国。在前期宣传方面，

组委会选择了全国性汽车网站和本

地汽车网站相结合的方式，把福州车

展的各种动态信息传递到全国，让更

多的人关注本次车展。进入车展展

示期，广告宣传遍及省市主要媒体，

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网站等各种主

流媒体，影响人群十分广泛。在车展

开幕当天，超过30家省内外媒体对

福州车展进行了详细报道，福州电台

还进行了现场直播。同时，在本届车

展上，媒体展示区的规模也超过往

届，多家媒体均在车展现场展示自身

形象，对车展进行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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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本届车展经贸交流比较活跃、

会展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很好地起

到了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作用。

据组委会统计，本届车展展会

现 场 人 流 量 达 13 万 多 ，共 成 交

1652 台车（是 2008 年车展成交量

的 3 倍），总成交金额近 3 亿多元。

其中东风日产单一品牌成交 380

多台车，创历史新高；进口车的销

售也十分火爆：宝马汽车销售量达

58 台、奔驰 8 台、保时捷 5 台、英菲

尼迪3台、劳斯莱斯1台。

本届车展吸引了来自全省的

汽车消费人群，不仅为福州带来了

直接经济效益，还带动了市中心区

住宿、餐饮、交通、旅游、摄影、广告

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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