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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26 日，由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杭州市人民政

府、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主

办，中汽国际、拱墅区人民政府、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海外海

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国杭州

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以下简称

“杭州车展”）在美丽的西子湖畔

成功举办。

本届展会继续围绕“休闲·环

保·创新”的传统主题，在前九届

展会的基础上，实现了又一次历

史跨越。

据统计，第十届杭州车展共

辟两大展区，展示面积达9万多平

方米，有 80余个国内外品牌参展，

展示车辆 3600 余辆。据统计，五

天展期内，车展共吸引观众 15.78

万人次，成交车辆达 15179 辆（其

中现场成交 3756 辆，意向预定成

交 11423辆），总成交金额达 12.14

亿元。

规模档次创十年最高

在主展区的基础上另辟分展

区，是杭州车展自创办以来前所

未有的举措，而这一举措旨在满

足更多厂商参展的需求，也使得

本届展会的展示面积达 9 万多平

方米。

据了解，今年国内外各大汽

车厂商的参展需求空前高涨，宾

利、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等

顶级豪华车纷纷亮相，奥迪、奔

驰、东风日产、进口三菱、上海大

众、吉利、吉奥、青年莲花等悉数

到场，80 余个参展品牌的展车达

到 3600 辆，总规模为十年来最

大。众多品牌启用新展台形象设

计，不仅给广大观众以耳目一新

的感觉，也使车展的规格和档次

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厂商发布新车的

数量亦创下十年最多。杭州车展

作为厂商发力浙江市场的首要阵

地，吸引了吉利帝豪 EC718、2010

款凯迪拉克、比亚迪 G3、东南三

菱蓝瑟翼神、进口三菱 2010 款欧

蓝德、夏利N5等20多款新车在车

展现场进行浙江地区首发。厂商

的高层领导亦纷纷亮相新车发布

会，并发布企业未来发展战略，足

见国内外各大厂商对杭州车展的

重视。

参展商热情的高涨，除了因

为看重浙江市场外，还源于组委

会在办展思路上的创新。今年杭

州车展在运作思路上进行了调

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车展在二三级市场的渗透力，以

增强厂商在二三级市场的影响

力。这一导向性办展思路紧跟当

前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及各大汽车

厂商全力开拓二三级市场的需

求，因而得到国内各大汽车厂商

的广泛支持。

展商收获创十年最多

作为依托浙江强大消费力的

大型展览，杭州车展不仅是中外

汽车厂商发布新品、展示科技、交

流信息的重要窗口，亦是提升销

量的重要市场。

展会期间，除了顶级豪华车，

各大汽车厂商几乎都推出了不

同力度的促销政策，且形式多

样，促销力度及涵盖范围空前

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一些

厂商甚至在参展车型上明码标

价，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了解市

场行情，也有效地刺激了消费者

的购车欲望。

5 天展期成交 15179 辆，这是

杭州车展十年来成交车辆最多的

一次，也是很多厂商意想不到

的。“这次车展凯迪拉克收获的订

单是去年的六七倍，是历届最好

的一次。”浙江米卡迪总经理张建

业对本次车展表现非常满意。

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观众

群体中，80%以上都是有购车计

划的有效群体，温州、宁波、台州

等地观众纷纷前来买车，强大的

购买力让许多汽车厂商的销售

榜单记载了满满的销售成果。

东风日产现场销售 500 余辆，意

向客户达上千人；广汽本田、广

汽丰田、上海大众、荣威、名爵、

北京现代、雪佛兰、一汽红旗、奔

腾、东风标致、一汽丰田、一汽马

自达、东南三菱、奇瑞、吉利、东

风悦达起亚、比亚迪、江淮等品

牌现场成交车辆都在 100 余辆

以上。

法拉利、玛萨拉蒂、保时捷、

奔 驰 、奥 迪 、讴 歌 、克 莱 斯 勒 、

JEEP、凯迪拉克、英菲尼迪、进口

起亚、进口三菱等高端车销售成

交亦不斐，尤其是奥迪成交了

160余辆。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像宾利

这样价值上百万的顶级豪车在往

年车展上只能销售2辆，今年亦创

下了 8 辆的销量成绩。另外价值

千万元的迈巴赫亦销售 2 辆。杭

州车展用实实在在的销量数据再

一次证实了浙江市场巨大的消费

潜力。

品质内涵创十年最好

做精内容，打造品质车展，

是杭州车展近年来一直努力的

方向。

本届车展在车展的内涵上进

一步挖掘，针对当前自主品牌发

展备受关注及杭州大力扶持汽

车产业发展的形势，创新性地推

出以“自主品牌 自强不息”为主

题的 2009 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品

牌发展高层论坛。展会期间，吉

利、吉奥、比亚迪、奇瑞、江淮、力

帆等自主品牌高层领导及政府

官员、业内专家学者、媒体等悉

数到场，就自主品牌发展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为自主品牌

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这对于国内汽车产业发展将具

有深远的意义。

除了自主品牌论坛这样高层

次的会议外，本着与民同乐的理

念，本届展会还推出了参与门槛

低、关注度高的第五届中国杭州

汽车文化节，如 2009 十大年度车

型评比、十大汽车品牌经销商评

比、购车嘉年华、汽车摄影大赛、

十佳参展商评比、十佳展台设计

评比、抢票活动、抽奖活动、小记

者看车展等，深受厂商、观众的喜

爱，也实现了“人、车、文化”有机

结合。

服务水准创十年最佳

服务是杭州车展的立展之

本。在经过十年的办展探索与总

结，杭州车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本届车展，组委会更是首次

启动标准化服务。

周密的安全保卫系统、细心

周到的展馆引导、人性化的休闲

区、医疗区、展馆间摆渡车设置

等，为展商、观众创造了良好的参

展、看展条件。

调查显示，参展商对本届展

会整体的满意度比去年提升了

16.2%，另外在参展预期效果和服

务项目设置等方面，展商的满意

度也分别比 2008 年提高了 31%

和 18.4%。

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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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26 日，由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杭州市人民政

府、浙江省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主

办，中汽国际、拱墅区人民政府、

浙江中汽会展有限公司、海外海

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国杭州

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以下简称

“杭州车展”）在美丽的西子湖畔

成功举办。

本届展会继续围绕“休闲·环

保·创新”的传统主题，在前九届

展会的基础上，实现了又一次历

史跨越。

据统计，第十届杭州车展共

辟两大展区，展示面积达9万多平

方米，有 80余个国内外品牌参展，

展示车辆 3600 余辆。据统计，五

天展期内，车展共吸引观众 15.78

万人次，成交车辆达 15179 辆（其

中现场成交 3756 辆，意向预定成

交 11423辆），总成交金额达 12.14

亿元。

规模档次创十年最高

在主展区的基础上另辟分展

区，是杭州车展自创办以来前所

未有的举措，而这一举措旨在满

足更多厂商参展的需求，也使得

本届展会的展示面积达 9 万多平

方米。

据了解，今年国内外各大汽

车厂商的参展需求空前高涨，宾

利、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等

顶级豪华车纷纷亮相，奥迪、奔

驰、东风日产、进口三菱、上海大

众、吉利、吉奥、青年莲花等悉数

到场，80 余个参展品牌的展车达

到 3600 辆，总规模为十年来最

大。众多品牌启用新展台形象设

计，不仅给广大观众以耳目一新

的感觉，也使车展的规格和档次

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厂商发布新车的

数量亦创下十年最多。杭州车展

作为厂商发力浙江市场的首要阵

地，吸引了吉利帝豪 EC718、2010

款凯迪拉克、比亚迪 G3、东南三

菱蓝瑟翼神、进口三菱 2010 款欧

蓝德、夏利N5等20多款新车在车

展现场进行浙江地区首发。厂商

的高层领导亦纷纷亮相新车发布

会，并发布企业未来发展战略，足

见国内外各大厂商对杭州车展的

重视。

参展商热情的高涨，除了因

为看重浙江市场外，还源于组委

会在办展思路上的创新。今年杭

州车展在运作思路上进行了调

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车展在二三级市场的渗透力，以

增强厂商在二三级市场的影响

力。这一导向性办展思路紧跟当

前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及各大汽车

厂商全力开拓二三级市场的需

求，因而得到国内各大汽车厂商

的广泛支持。

展商收获创十年最多

作为依托浙江强大消费力的

大型展览，杭州车展不仅是中外

汽车厂商发布新品、展示科技、交

流信息的重要窗口，亦是提升销

量的重要市场。

展会期间，除了顶级豪华车，

各大汽车厂商几乎都推出了不

同力度的促销政策，且形式多

样，促销力度及涵盖范围空前

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一些

厂商甚至在参展车型上明码标

价，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了解市

场行情，也有效地刺激了消费者

的购车欲望。

5 天展期成交 15179 辆，这是

杭州车展十年来成交车辆最多的

一次，也是很多厂商意想不到

的。“这次车展凯迪拉克收获的订

单是去年的六七倍，是历届最好

的一次。”浙江米卡迪总经理张建

业对本次车展表现非常满意。

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观众

群体中，80%以上都是有购车计

划的有效群体，温州、宁波、台州

等地观众纷纷前来买车，强大的

购买力让许多汽车厂商的销售

榜单记载了满满的销售成果。

东风日产现场销售 500 余辆，意

向客户达上千人；广汽本田、广

汽丰田、上海大众、荣威、名爵、

北京现代、雪佛兰、一汽红旗、奔

腾、东风标致、一汽丰田、一汽马

自达、东南三菱、奇瑞、吉利、东

风悦达起亚、比亚迪、江淮等品

牌现场成交车辆都在 100 余辆

以上。

法拉利、玛萨拉蒂、保时捷、

奔 驰 、奥 迪 、讴 歌 、克 莱 斯 勒 、

JEEP、凯迪拉克、英菲尼迪、进口

起亚、进口三菱等高端车销售成

交亦不斐，尤其是奥迪成交了

160余辆。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像宾利

这样价值上百万的顶级豪车在往

年车展上只能销售2辆，今年亦创

下了 8 辆的销量成绩。另外价值

千万元的迈巴赫亦销售 2 辆。杭

州车展用实实在在的销量数据再

一次证实了浙江市场巨大的消费

潜力。

品质内涵创十年最好

做精内容，打造品质车展，

是杭州车展近年来一直努力的

方向。

本届车展在车展的内涵上进

一步挖掘，针对当前自主品牌发

展备受关注及杭州大力扶持汽

车产业发展的形势，创新性地推

出以“自主品牌 自强不息”为主

题的 2009 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品

牌发展高层论坛。展会期间，吉

利、吉奥、比亚迪、奇瑞、江淮、力

帆等自主品牌高层领导及政府

官员、业内专家学者、媒体等悉

数到场，就自主品牌发展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为自主品牌

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这对于国内汽车产业发展将具

有深远的意义。

除了自主品牌论坛这样高层

次的会议外，本着与民同乐的理

念，本届展会还推出了参与门槛

低、关注度高的第五届中国杭州

汽车文化节，如 2009 十大年度车

型评比、十大汽车品牌经销商评

比、购车嘉年华、汽车摄影大赛、

十佳参展商评比、十佳展台设计

评比、抢票活动、抽奖活动、小记

者看车展等，深受厂商、观众的喜

爱，也实现了“人、车、文化”有机

结合。

服务水准创十年最佳

服务是杭州车展的立展之

本。在经过十年的办展探索与总

结，杭州车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本届车展，组委会更是首次

启动标准化服务。

周密的安全保卫系统、细心

周到的展馆引导、人性化的休闲

区、医疗区、展馆间摆渡车设置

等，为展商、观众创造了良好的参

展、看展条件。

调查显示，参展商对本届展

会整体的满意度比去年提升了

16.2%，另外在参展预期效果和服

务项目设置等方面，展商的满意

度也分别比 2008 年提高了 31%

和 18.4%。

刘超/文

杭州车展走过的十年，是中国

汽车工业在浙江崛起并快速发展的

十年。这十年，中国汽车工业在前

行，作为中国汽车发力浙江市场的

前沿阵地，杭州车展亦在不断前行。

十年来，杭州车展始终以市场为

导向，本着诚信为本、开拓创新的办展

理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一次又一次

的超越，完成车展从无到有、由小到

大、由粗到精、由弱到强的华美蜕变。

实现从无到有 打开市场窗口

作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

态势最好的省份之一，浙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目光，搭建一

个拉近民众与汽车距离、促进汽车

销售的平台，成为世纪之交浙江车

市的迫切需求，杭州车展应运而生。

2000 年，在沉寂了 71 年的杭州

西湖博览会恢复举办之际，杭州车展

作为西湖博览会注册展览项目之一

浮出水面，这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将汽

车推至老百姓面前的大型车展。

首届车展吸引了109家参展商参

展，成交额达7.16亿元。巨大的市场

潜力不仅让经销商尝到会展经济的甜

头，也引起了更多汽车厂家的关注，杭

州车展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盛会。

提升办展水准 站稳市场脚跟

越来越高的期望和关注给车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2年，鉴于长

远发展，杭州车展开创性地组建了专

业的汽车会展公司，从而使车展走上

更为专业、规范的市场化道路。这一

年，杭州车展共接待各界观众 22.74

万人次，成功实现了“让参展商满意、

让观众满意、让政府满意”的目标。

2003年，杭州车展移师国内占地

面积和建筑面积最大的汽车专业展

馆——杭州国际会展中心。这一年

国内厂商悉数登场，展览面积由2万

多平米跃升为 8 万平米。更广阔的

展示销售平台、更完善的专业展馆硬

件设施，使杭州车展升格为当年国内

展览面积最大的汽车工业展览盛会。

深化品质内涵 树立行业标杆

实现规模化后，杭州车展并没

有就此驻足，相反，一个更艰巨的任

务摆在眼前，就是如何在展会做大

的基础上做得更精、更富内涵，打造

有特色的品质车展。

2004年，杭州车展开始注重展会

内涵的挖掘，在参展构成上，厂家直

接参展比例升至 95%；在展会内容

上，积极导入各项与车展相关的活

动，使车展由单一的整车向与汽配有

机结合的汽车工业展览会过渡；同

时，将车展与杭州当地特色更紧密结

合，全力打造具有杭州特色的车展。

2005 年，杭州车展又翻开新的

篇章，在打破原有的办展思路的基

础上，提出了“展中有展,展中有会”

的全新办展模式，进一步深度诠释

展会内容。尤其是中国杭州汽车文

化节的推出，真正实现了经济与文

化的完美结合。

全面整合资源 行业影响深远

从 2004 年决定做精开始，杭州

车展就逐步朝产业化方向发展。

2006年，杭州车展提出“延伸时空，展

中有展”的创新战略，通过延长展期，

跨地区办展，以巡展的形式全面整合

浙江市场资源，将车展及厂商的影响

力渗透至义乌、台州等市场，为参展

商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多赢平台。

在全面整合市场资源后，杭州车

展又开始将目光转向整合产业关联度

高的办展力量方面，以期通过联合办展

加速车展的产业化进程。2007年,浙江

省汽车工业协会首次作为主办方加盟

杭州车展，这一创举，不仅为车展注入

了一股鲜活的力量，更是将浙江汽车产

业与展览业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车展

的产业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

这一年，正值市政府提出要大力

发展汽车产业，车展的举办也引起杭州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首次斥资组

织杭产企业亮相车展，杭州车展跃升为

杭州市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推介平台。

2008年，第九届杭州车展办展力量

再次增强，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经济贸

易委员会首度打破“引导”角色，加入车展

主办行列，这让杭州车展的办展力量得

到空前强化，行业影响力也越来越深远。

尤其是车展带来的强劲购买力，

更是有效刺激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呈现“寒冬”的车市的回暖。浙江

车管所权威数据显示，由于杭州车展

的带动，2008年10月份，浙江省上牌

量与9月份同比增长了51.5%。

至此，一个让政府、协会、厂商、

观众四方推崇的产业发展平台更加

清晰地屹立于中国东部。杭州车展

当之无愧成为浙江省内影响力最大

的汽车工业展。

2009 年，杭州车展迎来第十个

盛典。在往届基础上，本届车展更

注重二三级市场的开拓、自主品牌

的发展以及未来潜在客户的培育。

回首十年，创新让杭州车展一步

步实现做大、做精、做强的美好愿望，

而每一次的超越也为杭州车展今后

走得更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昨日的辉煌已成过去，杭州车展

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发展。深厚的文化

背景、坚实的经济后盾、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牢固的西博会平台，这一切都

为杭州车展的举办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每年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天堂

杭州这个美丽的大都市中，杭州车展

这场盛宴必将一年比一年丰盛。

杭州车展十年历程回顾

创新超越创新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