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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26日，2009
第七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

会（以下简称“华中车展”）

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行。

本届展会由中国汽车

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

国汽车工程学会、湖北省

经济委员会主办，中汽博

览公司承办，是唯一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批准

举办的国家级节能环保汽

车展。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原副省长周宜开、王守海，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欧

阳万坤，武汉市市委常

委、副市长岳勇，武汉市人

大副主任刘家栋，武汉市

政协副主席李复生，中国

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总裁刘敬桢，武汉市老领

导何其雄、胡开国，湖北省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祠

金，湖北省工商联、省贸促

会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华中车展创办于2002
年，首届展会展出面积 3.5
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观众8万人次，成

交量500余台，成为华中地

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

国际汽车盛会，赢得了业

界及社会大众的高度评

价。此后，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华中车展一年一

个跨越，每届都有突破，

2008年，展会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展出整车300多
辆，17.5万人次前来参展，

现场总共预订车辆 1657
台，创下历届新高。

在前六届华中车展成

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七届华

中车展无论是从参展规模、

参观人数还是成交数量上，

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第七届华中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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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华中车展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2万人次共襄盛典 2139台车现场成交

每届车展都有焦点和猜想，每一

届争奇斗艳的舞台也都少不了亮点

和精彩，持续 5天的华中车展为江城

市民打造了一场绚丽的车坛盛宴。

本文就通过几个数字来梳理本届车

展的精彩之处。

平米展出面积
本届华中车展共启用 4 个室内

展馆和 1 个室外展馆，汇聚全国共

400 余家汽车厂商及汽车零部件厂

家参展，展出面积超出了 40000平方

米，总规模为历史之最，并已经列入

了国家区域性车展的典范。

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场馆硬件设

施的限制，还有许多厂商因预订不到

展位而与本届车展失之交臂。

万人次观众流量
每届华中车展都会吸引一大批

汽车爱好者和车迷朋友前来参观，今

年也不例外。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华

中车展的观众人数突破了 22 万人

次，刷新了去年17.5万人次的纪录。

台车现场成交
通过本届车展，武汉市甚至是周

边省市居民的购车热情得到了极大

的释放，据粗略统计，来自黄石、黄

冈、孝感、随州、襄樊、十堰等地的观

众至少贡献了 10%的现场预定量。

“在车展上买车，会比平时通过其他

渠道买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已被越来

越多的市民认同，车展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人们的汽车消费习惯。

据了解，本届车展每天都有数百

台车被市民订购。更有许多从外地

赶来的车迷慕名前来购车。从黄冈

赶来的王先生一下子就订了 3台车，

说是帮朋友一起预订的。他表示，到

车展买车，既可以免去奔波于各个

4S 店的麻烦，又可以参加现场的各

种活动，享受到超值的优惠，给消费

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据统计，车展 5天共预定了 2139

台车，甚至有许多经销商的库存都被

预定一空。

多台展车
据统计,本届车展的参展车型已

经超过了 300辆，60多个汽车品牌云

集于此。威兹曼、英菲尼迪、悍马、萨

博、道奇、德国大众、韩国现代、广汽

丰田、别克、奥迪、一汽丰田、长城、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东风标致、上海大

众、斯柯达、荣威名爵、长安股份、一

汽奔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比

亚迪、奇瑞、东风雪铁龙、长丰猎豹、

雪佛兰、长安铃木、长城酷熊、瑞丰瑞

鹰、飞碟汽车、风行等国内外汽车品

牌纷纷亮相本届车展，携手为消费者

打造了一个激情飞扬的汽车盛宴。

余款新车
本届车展又点燃了一阵新车上

市浪潮：进口大众尚酷、进口大众

CC、上海大众PASSAT新领驭、斯柯

达昊锐、雪佛兰新乐风、长丰猎豹

CS7、东风雪铁龙世嘉三厢、奇瑞 09

款瑞虎 3、一汽奔腾B50、东风风行景

逸 TT、长安悦翔心悦……如此多的

新车第一时间在展会现场集体亮相，

给消费者带来惊喜、刺激的视觉冲

击，打造别样的视觉享受。

购车属经济型轿车
据悉，华中车展期间所有被抢购

的车型中，有 60%是经济型轿车。其

中，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比亚迪、

奇瑞、长城等经济型轿车颇受青睐。

看来，消费者在购买车型时首先选择

经济实用的车型。

“国家为节能环保的小型车推出

优惠措施后，经济型轿车的销量明显

上升。”长安马自达武汉龙泰元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诗赢告诉记

者，现在他们的车源仍非常紧张。

购车族迅速崛起
通过本次车展记者还发现，一些

“80后”的年轻群体正在购车者中崛

起。据了解，在 1.5 升以下小型车消

费者中，“80后”约占据了 20%左右的

份额。

“近两年各汽车厂家纷纷推出了

更加突出个性、时尚、娱乐、数字等功

能的车型，这恰恰符合了‘80 后’自

由、大胆、叛逆的性格特征。”一家 4S

店市场部负责人说，“80 后”逐渐成

为社会的中间力量，有了钱之后他们

都会选择消费。

记者在车展上发现，只要是个性

十足的车型，在现场都会赢得不少追

求时尚的年轻人追捧，甚至还会引起

年轻的三口之家驻足。以此可分析，

这些“80后”已然成了当前汽车消费

的一支生力军。

余个汽车主题文化活动
本届车展中，经过精心的策划，

组委会联合各大厂商为消费者奉上

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文化活动：2009

华中汽车模特大赛、2009 华中车展

“香车丽人”摄影大赛、2009 最受市

民欢迎的车型评选活动、“I GO”我

快乐现场汽车团购会、“家装展”业主

看车团、汽车模特彩绘表演、汽车贴

膜大赛……一系列的主题文化活动

让广大车迷朋友在尽享车展带来的

快乐之余，也感受到汽车文化所带来

的经典品味。

辆比亚迪F0
本届车展与比亚迪汽车联合特

设“逛华中车展，奖比亚迪轿车”的门

票抽奖活动。奖品是一辆比亚迪 F0

一年的使用权。最终，一位观众幸运

地成为了大奖得主，实现了自己的汽

车梦想。

随着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二三

级汽车消费城市正在兴起，二三级城

市的汽车消费实力正在稳步提升，拥

有广阔的消费空间。作为全国的二

级城市，华中车展恰恰是华中地区消

费者了解汽车行情、了解汽车市场的

直观手段，对汽车市场的促进作用不

言而喻。

以上闪光的数字，除了赢得阵阵

惊叹声，更证明已经日益成熟壮大的

华中车展不辱使命，推动着湖北乃至

整个华中地区汽车工业的不断发

展。华中车展所释放出的销售信号，

也许预示着下半年武汉车市的新一

轮更加激烈的“PK”和突破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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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届车展都有焦点和猜想，每一

届争奇斗艳的舞台也都少不了亮点

和精彩，持续 5天的华中车展为江城

市民打造了一场绚丽的车坛盛宴。

本文就通过几个数字来梳理本届车

展的精彩之处。

平米展出面积
本届华中车展共启用 4 个室内

展馆和 1 个室外展馆，汇聚全国共

400 余家汽车厂商及汽车零部件厂

家参展，展出面积超出了 40000平方

米，总规模为历史之最，并已经列入

了国家区域性车展的典范。

不得不提的是，由于场馆硬件设

施的限制，还有许多厂商因预订不到

展位而与本届车展失之交臂。

万人次观众流量
每届华中车展都会吸引一大批

汽车爱好者和车迷朋友前来参观，今

年也不例外。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华

中车展的观众人数突破了 22 万人

次，刷新了去年17.5万人次的纪录。

台车现场成交
通过本届车展，武汉市甚至是周

边省市居民的购车热情得到了极大

的释放，据粗略统计，来自黄石、黄

冈、孝感、随州、襄樊、十堰等地的观

众至少贡献了 10%的现场预定量。

“在车展上买车，会比平时通过其他

渠道买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已被越来

越多的市民认同，车展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人们的汽车消费习惯。

据了解，本届车展每天都有数百

台车被市民订购。更有许多从外地

赶来的车迷慕名前来购车。从黄冈

赶来的王先生一下子就订了 3台车，

说是帮朋友一起预订的。他表示，到

车展买车，既可以免去奔波于各个

4S 店的麻烦，又可以参加现场的各

种活动，享受到超值的优惠，给消费

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据统计，车展 5天共预定了 2139

台车，甚至有许多经销商的库存都被

预定一空。

多台展车
据统计,本届车展的参展车型已

经超过了 300辆，60多个汽车品牌云

集于此。威兹曼、英菲尼迪、悍马、萨

博、道奇、德国大众、韩国现代、广汽

丰田、别克、奥迪、一汽丰田、长城、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东风标致、上海大

众、斯柯达、荣威名爵、长安股份、一

汽奔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比

亚迪、奇瑞、东风雪铁龙、长丰猎豹、

雪佛兰、长安铃木、长城酷熊、瑞丰瑞

鹰、飞碟汽车、风行等国内外汽车品

牌纷纷亮相本届车展，携手为消费者

打造了一个激情飞扬的汽车盛宴。

余款新车
本届车展又点燃了一阵新车上

市浪潮：进口大众尚酷、进口大众

CC、上海大众PASSAT新领驭、斯柯

达昊锐、雪佛兰新乐风、长丰猎豹

CS7、东风雪铁龙世嘉三厢、奇瑞 09

款瑞虎 3、一汽奔腾B50、东风风行景

逸 TT、长安悦翔心悦……如此多的

新车第一时间在展会现场集体亮相，

给消费者带来惊喜、刺激的视觉冲

击，打造别样的视觉享受。

购车属经济型轿车
据悉，华中车展期间所有被抢购

的车型中，有 60%是经济型轿车。其

中，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比亚迪、

奇瑞、长城等经济型轿车颇受青睐。

看来，消费者在购买车型时首先选择

经济实用的车型。

“国家为节能环保的小型车推出

优惠措施后，经济型轿车的销量明显

上升。”长安马自达武汉龙泰元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诗赢告诉记

者，现在他们的车源仍非常紧张。

购车族迅速崛起
通过本次车展记者还发现，一些

“80后”的年轻群体正在购车者中崛

起。据了解，在 1.5 升以下小型车消

费者中，“80后”约占据了 20%左右的

份额。

“近两年各汽车厂家纷纷推出了

更加突出个性、时尚、娱乐、数字等功

能的车型，这恰恰符合了‘80 后’自

由、大胆、叛逆的性格特征。”一家 4S

店市场部负责人说，“80 后”逐渐成

为社会的中间力量，有了钱之后他们

都会选择消费。

记者在车展上发现，只要是个性

十足的车型，在现场都会赢得不少追

求时尚的年轻人追捧，甚至还会引起

年轻的三口之家驻足。以此可分析，

这些“80后”已然成了当前汽车消费

的一支生力军。

余个汽车主题文化活动
本届车展中，经过精心的策划，

组委会联合各大厂商为消费者奉上

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文化活动：2009

华中汽车模特大赛、2009 华中车展

“香车丽人”摄影大赛、2009 最受市

民欢迎的车型评选活动、“I GO”我

快乐现场汽车团购会、“家装展”业主

看车团、汽车模特彩绘表演、汽车贴

膜大赛……一系列的主题文化活动

让广大车迷朋友在尽享车展带来的

快乐之余，也感受到汽车文化所带来

的经典品味。

辆比亚迪F0
本届车展与比亚迪汽车联合特

设“逛华中车展，奖比亚迪轿车”的门

票抽奖活动。奖品是一辆比亚迪 F0

一年的使用权。最终，一位观众幸运

地成为了大奖得主，实现了自己的汽

车梦想。

随着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二三

级汽车消费城市正在兴起，二三级城

市的汽车消费实力正在稳步提升，拥

有广阔的消费空间。作为全国的二

级城市，华中车展恰恰是华中地区消

费者了解汽车行情、了解汽车市场的

直观手段，对汽车市场的促进作用不

言而喻。

以上闪光的数字，除了赢得阵阵

惊叹声，更证明已经日益成熟壮大的

华中车展不辱使命，推动着湖北乃至

整个华中地区汽车工业的不断发

展。华中车展所释放出的销售信号，

也许预示着下半年武汉车市的新一

轮更加激烈的“PK”和突破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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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豪车阵容全面开花 明星组合盛大亮相

华中车展专注品牌及影响力，历届展

会都会精心营造一批亮点。在武汉国际会

展中心一楼展区，每一届的华中汽车展都

汇聚了一批世界顶级名车及高端车，满足

观众欣赏国内主流车型及新车之外渴望目

睹豪华名贵车的愿望，让观众一饱眼福。

今年则更是阵容强大，豪门新贵纷至沓

来。威兹曼（全球限量超跑）、英菲尼迪、

玛莎拉蒂、悍马全系列和宾利等都将与江

城市民进行零距离接触，名贵豪华阵容值

得期待。

第七届华中车展上亮相的德国名车威

兹曼。咱中国什么不多就是人多，并且人

人喜欢看热闹，俗话说得好，“有钱的捧个

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这不，很多观众观

看威兹曼并拍照留念。

亮点二：

万人团购 VIP看车团 全民年度狂欢

打造“强大的汽车营销平台”是第七届

华中车展的办展理念与特点。据悉，此次

华中车展致力于构建一个优惠购车的新平

台，车展组委会联合汽车厂商以及当地 4S

店经销商给出双重（厂商、经销商）购车优

惠，让消费者在车展现场买到更加心仪实

惠的理想车型。

同时，华中车展组委会还于展前邀

集全球通 VIP 客户、招行等各大商业银

行金卡客户、湖北省各级政府机关、车友

俱乐部、企业领导等高端消费群体观展，

力图将本届华中车展的影响力覆盖整个

华中城市群，引领华中城市群汽车消费

新时代!

亮点三：

节能环保汽车成为车展主旋律

绿色、环保、节能成为人们对和谐生活

向往的主流话题，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对

节能环保汽车的鼓励政策和法规，汽车环

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第七届华中车展，

节能环保汽车成为此次车展的主旋律。除

了一大批新能源车亮相，国内各大汽车节

能环保零部件也云集武汉，崭露头角。

亮点四：

爱心车展搭建公益平台

据组委会透露，第七届华中车展将延

续上届展会的“爱心车展”，在车展现场搭

建一个专门的募捐展位，方便让来参观展

会的观众进行捐赠，并派专人负责，确保募

捐的顺利进行。此次展会所得的募捐资金

都将悉数捐赠给四川地震灾区的失学儿

童，助他们早日重返校园。

亮点五：

丰富时尚的汽车文化活动再造车展亮点

品质生活，从汽车开始。汽车市场不

再是单纯作为一个销售的平台，而是更多

了些对各类汽车文化及品牌文化的彰显，

以及对享受汽车生活的引导，使消费者更

多的了解汽车文化，感受到汽车娱乐体验

和人文关怀的魅力。

华中车展武汉上演

五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