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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平方米！沈阳车展无愧中国北方汽车展

第第 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八八

规模突破纪录

本届车展启用了沈阳国

际会展中心 A-G 共七个展

馆，总面积也达到了 11 万平

方米。

200 余家国内外整车厂

商和零部件企业参展，参展

品牌车型百余款，参展车辆

近 600 台。劳斯莱斯、宾利、

法拉利、玛莎拉蒂、GMC、英

菲 尼 迪 、斯 巴 鲁 、奔 驰 、宝

马、奥迪、德国大众、捷豹、

欧宝、雷克萨斯、沃尔沃、法

国雪铁龙、日本三菱、青年

莲花、斯柯达、上汽名爵、荣

威、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

汽大众、一汽丰田、华晨、福

特、一汽马自达、一汽奔腾、

北京现代、长安马自达、天

津一汽、东风标致、东风本

田、东风日产、东风悦达起

亚、海南马自达、依维柯、奇

瑞、吉利、长城、江淮、比亚

迪、双环等国内外汽车品牌

均亮相本届展会。

据统计，6 天展期内，前

来参观的观众达到 33.5 万人

次，展会总销售量达到 5870

辆，其中东风日产以 400多辆

的销售总数名列榜首。

服务提升层次

沈阳车展在 10年的办展

历程中，始终坚持为展商、观

众和媒体提供人性化优质服

务，不断在服务项目上进行

改进与细化，关注细节。今

年，沈阳车展在继续保持一

流服务水准的基础上，增加

了更多的人性化便利措施。

主办方进一步提高了餐

饮、休息等方面的服务质量，

在展馆之间设有餐饮区，根

据不同需要提供各式服务。

这些细致的服务措施充分体

现出车展主办方“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

车展期间，组委会举办了

“第一届汽车主流媒体一线论

坛”，就地方车展如何面对我

国汽车产业重组和展会本身

的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

讨论。主流汽车媒体通过这

一平台建立了长期的网上联

系，在论坛结束后也将对沈阳

车展的发展进行长期关注，发

表言论。在今后的发展道路

上，沈阳车展将把宣扬汽车文

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打造“沈

阳汽车欢乐周”，进一步拓展

展会规模，丰富展会内容，延

伸行业触角，使之在原基础上

得到更好的发展。

展会拉动经济

时逢经济危机，全球汽

车工业受到巨大冲击，而中

国汽车业在危机中逆势而

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得益

于中国改革开放稳健发展奠

定的坚实基础。中国汽车业

的稳定让外国厂商纷纷聚焦

中国市场，同时也为他们走

出经济严冬带来希望。

几乎云集了全国所有汽

车品牌，全国众多媒体纷至

沓来，数以万计的民众的强

烈关注，这一切都证明了中

国汽车市场具有的强大消费

需求和潜能，最终将成为中

外汽车业界摆脱危机、走向

繁荣的强劲推动力。本届沈

阳车展也将成为中国地区汽

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次盛会。而作为现代服

务业的重要抓手，沈阳车展

也为推动城市经济和拉动消

费提供了发展与繁荣的大舞

台，对社会、经济尤其是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

带动作用。 刘超/文

7 月 12

日，连续 6天

的第八届中

国沈阳国际

汽车工业博

览 会（以 下

简 称“ 沈 阳

车展”）落下

帷幕。

本届展

会以 11万平

方米的展出

面积刷新了

该展的历史

纪录，同时也

奠定了其在

国内车展中

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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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平方米！沈阳车展无愧中国北方汽车展
7日，第八届沈阳汽车博

览会隆重召开，新车发布，互

动游戏，再加上美女的助阵，

让参观的消费者大饱眼福。

除了香车共美女一色的感

观刺激外，记者发现，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车展有了些许不同。

规模：今年又多了一个展馆

本届汽博会在规模上又

上了一个新台阶。除了 A 至

F馆的六个传统展馆外，本届

车展增加了 G 馆，总展出面

积达到11万平方米。

本次车展共吸引了 200

余家国内外整车厂商和零部

件企业参展，参展品牌车型

百余款，参展车辆近600台。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用、

大众、福特、丰田、本田等合

资品牌汽车悉数参展；华晨、

江淮、比亚迪等主流自主品

牌强势出击，而奔驰、宝马、

奥迪、沃尔沃等高端品牌也

是大兵压境。

对此，一位经销商老总

表示：“汽博会是沈阳最大的

车展，从经销商到厂家都是

非常重视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的汽车市场逼得我们不得

不通过各种机会宣传自己的

品牌和产品，而沈阳车展无

疑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在汽博会现场，记者看

到，各种各样的汽车主题活

动 更 是 让 车

展 多 姿 多

彩。对此，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走过了十

年的沈阳汽博会不仅仅有华

丽的外表，同时在不断提升

的还有它深厚的内涵。

借势：车展 推新车的大舞台

虽然还不能同北京车展、

上海车展相提并论，但记者在

本届车展现场依然看到了多款

新车，包括既将上市的和未曾

上市的车型，而这都是衡量车

展整体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者在现场看到，包括

沃尔沃 XC60、江淮同悦两厢

版、骏捷 FSV、风神 S30、新君

威 2.0T、比亚迪 S8 等十款新

车在现场亮相，而部分新车

还举办了上市活动。

惊喜：与千万豪车的美丽约会

受金融海啸冲击，欧美

的豪华汽车市场销量开始大

幅缩水，而继续保持增长的

中国豪华车市场却给国外豪

车制造商带来了希望。

本届沈阳车展上，同样

吸引了部分豪华品牌汽车。

在车展现场，除了奔驰、宝

马、奥迪等传统高端品牌外，

宾利、迈马赫等顶级豪车也

如期而至，另外，威兹曼、普

利茅斯等奢华品牌汽车也首

次亮相车展。另据了解，这

些品牌均是从北京、上海等

地专程过来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售价

过百万元的车现场有很多，

而个别车型的售价接近千万

元，这在以前的沈阳车展从

未出现过。

在所有的参展品牌中，

谁是最奢华的汽车呢？

“迈马赫只来了一款车，

长6.2米，售价为

960 万元。”迈马

赫北京展示中心

特派客户经理胡

倩宇介绍。据记

者了解，这也是本届车展的

“车王”。

营销：展露心脏亮技术

在几百款车型中如何才

能脱颖而出，吸引更多消费

者的眼球呢？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

精彩的节目、靓丽的模特外，

部分商家在营销层面也是动

足了脑筋。

不但让你看到样车，还

让你看到汽车的心脏和骨

架。在本届车展上，长安福

特和沃尔沃汽车不约而同地

把切割车摆到了现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福特

的切割车是一辆蒙迪欧-致

胜。销售人员指着切割车的

B 柱告诉记者：“这里的材质

用的是硼钢，同沃尔沃的材

质一样，它保证了蒙迪欧拥

有更高的安全性。”

辽宁尊荣的切割车则是

沃尔沃S80L，“这辆车是专门

从北京运过来的。”市场部人

员介绍。

另据了解，除了切割车

外，部分汽车品牌把发动机、

变速箱等汽车核心部件也带

到了车展现场，对此，相关经

销商表示，展露汽车核心部

分的目的是让消费者直观感

受原车的真实材质，也让更

多的消费者了解车的技术和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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