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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4—8 日，由南宁市

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携

手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

汽国际）联合主办，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广西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中

汽博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2009 中

国-东盟第二届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

（以下简称“南宁车展”），在南宁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南宁车展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展

会期间，67 个汽车品牌、500 余款车型

精彩亮相，100 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报

道，3689 台汽车销售量，45000 平方米

展出面积，23 万人次观众，110 万条网

络搜索，所有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

国——东盟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迅

猛发展的影响力。

销量攀升

创广西车展销量新高

在为期 5 天的南宁车展期间，看

展观众超过 23 万人次，现场成交量高

达 3689 辆，刷新广西地区车展销量历

史纪录。参展的汽车厂商对本届南

宁车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纷纷表示

如此规格和影响力的车展为下半年

的广西车市注入了一股暖流。

规模宏大

95%以上厂方展具

本届车展上，95%是由汽车品牌

厂家直接参展，中外豪车展出规格比

肩国内 A 级车展，室内外展览规模超

过 45000 平方米，60 多家汽车品牌参

加展出，500 多台名车、样车闪亮登

场，10多款名门豪车倾情加盟，98%的

合资品牌、98%的民族品牌、95%的进

口豪华品牌参展，使本届车展品牌众

多，车型最全，堪称广西乃至中国西

部第一车展。

与去年相比，本届南宁车展展出

面积增加了 10000 平方米，提高了

28.6%；参展名车、样车增加 200 多台，

提高了 66.7%。展会参展汽车品牌达

60多个，相比去年提高了11%。

全球规格的厂方展具悉数进驻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据布展工作负

责人统计，本届车展展具价值超亿

元。其中，宾利、劳斯莱斯的展具就

是全球车展统一规格，这让广西人民

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国际一流的视

觉盛宴。此外，合资品牌、自主品牌

也携 A 级车展的厂方展具亮相展会。

华美大气、炫丽夺目的展具，使南宁

国际会展中心成为一个声光影汇集

的大舞台。

品牌荟萃

打造广西车市盛宴

作为国内一流的区域性车展，南

宁车展已成为国内外各大汽车厂商

展示实力的最佳舞台。本届车展上

的品牌阵容令人眼花缭乱：豪华品牌

包括奔驰、奥迪、凯迪拉克、进口三

菱、进口起亚、克莱斯勒、德国大众、

欧宝、沃尔沃、斯巴鲁；合资品牌涵盖

上海大众、斯柯达、一汽丰田、一汽大

众、一汽马自达、一汽奔腾、广州丰

田、广州本田、北京现代、别克、雪佛

兰、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标致、东风雪

铁龙、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长安福

特、荣威、东风风行、青年莲花；民族

自主品牌有比亚迪、吉利、帝豪、上海

华普、奇瑞、华泰现代、华晨中华、东

风风神、福建东南、长安铃木、长安马

自达、长安轿车、天津一汽、长丰扬

子、长城、中兴汽车、中顺汽车、吉奥、

众泰、力帆、昌河铃木和江铃汽车。

诸多豪车各显风采，共同演绎精彩绝

伦的巅峰对决。

豪车云集

多款名车吸引眼球

多款世界顶级名车亮相南宁，成

为车展现场最亮丽的风景。宾利欧

陆飞驰、宾利欧陆 GT、劳斯莱斯、凯

迪拉克 CTS、奔驰全系车型等都盛装

出场，引来众多市民热评。据悉，本

届车展期间所有被订购的车型中，高

端豪华品牌也大受青睐。车展 4 天期

间，仅奔驰品牌现场订购量就高达近

百台。宾利展台也迎来神秘买家，开

展首日，价值 398 万元的 90 周年宾利

庆典版雅致现场被购走。奔驰获得

逾百辆的订单，悍马现场展出的所有

车型均被售出，中欧房车也以 8 辆的

销售成绩完美收尾。此外，沃尔沃、

奥迪、德国大众等众多豪华车品牌也

收获不菲。车展组委会有关人士认

为，高端豪华汽车市场表现不俗，得

益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

日益深入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良好发展前景，体现出中国——东盟

南宁国际汽车展具备成为区域性国

际车展的潜力。

自主品牌销量夺魁

实力突显

在车展现场，比亚迪、奇瑞、吉利

等国产自主品牌扬眉吐气，增加了参

展面积，充分展示了品牌实力，抢占了

车市销售先机。年轻一族成为国产自

主品牌的主要拥趸，靓丽的外形、较高

的性价比等都是购车族的参考因素。

在比亚迪的展台上，记者看到销售人

员马不停蹄地忙着，据比亚迪相关负

责人透露，此次车展比亚迪的成交量

已达 600 多台。国产自主品牌的力量

已露端倪，市场份额迅速高涨。

多款新车高调亮剑

光彩绽放

车展上首发新车的数量，也成为

衡量车展档次以及吸引力的关键。南

宁作为北部湾的核心城市，具有不可

比拟的战略优势，车商都十分看好南

宁市场，纷纷将本届车展作为其发布

新车的阵地。本届车展上，宾利于车

展首日举行欧陆飞驰 speed 极速版的

新车发布，这是其继广州车展后在中

国大陆的第二次亮相。还没有在国内

发布新车的东风悦达起亚首尔也在车

展现场发布它的“处女秀”。此外，奇

瑞风云 2 鲸彩、比亚迪 G3、江淮和悦、

海马新普力马、天津一汽新夏利 N5、

一汽大众新高尔夫、东南三菱翼神、

2010款奔腾 B70、一汽马自达睿翼、一

汽丰田新皇冠等刚上市的新款车和年

度改款车也在展会现场展露风采。

国际汽车文化交汇

提升内涵

车展期间，各类文化活动同期举

行，平民车模争霸赛、吉利熊猫飞行

秀、NISSAN 创新科技、安全驾驶体验

营、汽车改装大赛、东盟车展公益行

——拒绝酒后驾驶万人大签名等一系

列的配套活动增强了车展的互动性和

吸引力，提升了展会的文化内涵。

南宁车展在带来国际汽车文化、改

变汽车消费观念的同时，更为购车者带

来了真正的实惠。众多品牌以厂家直

接让利的方式回馈消费者，优惠幅度巨

大。此外，团购规模也空前盛大。

2010年，中汽国际将继续与南宁市

政府、广西商务厅共同携手，依托东盟

战略平台，借助北部湾发展战略机遇，

将中国——东盟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

打造成为中国地方性车展的典范，引领

汽车产业发展，推动广西乃至西部会展

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谢胡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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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西部车市第一营销平台



中汽国际 5责编：刘 超
美编：张 静 专题南宁车展

2009 年 12 月 4—8 日，由南宁市

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携

手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中

汽国际）联合主办，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广西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中

汽博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2009 中

国-东盟第二届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

（以下简称“南宁车展”），在南宁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南宁车展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展

会期间，67 个汽车品牌、500 余款车型

精彩亮相，100 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报

道，3689 台汽车销售量，45000 平方米

展出面积，23 万人次观众，110 万条网

络搜索，所有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中

国——东盟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迅

猛发展的影响力。

销量攀升

创广西车展销量新高

在为期 5 天的南宁车展期间，看

展观众超过 23 万人次，现场成交量高

达 3689 辆，刷新广西地区车展销量历

史纪录。参展的汽车厂商对本届南

宁车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纷纷表示

如此规格和影响力的车展为下半年

的广西车市注入了一股暖流。

规模宏大

95%以上厂方展具

本届车展上，95%是由汽车品牌

厂家直接参展，中外豪车展出规格比

肩国内 A 级车展，室内外展览规模超

过 45000 平方米，60 多家汽车品牌参

加展出，500 多台名车、样车闪亮登

场，10多款名门豪车倾情加盟，98%的

合资品牌、98%的民族品牌、95%的进

口豪华品牌参展，使本届车展品牌众

多，车型最全，堪称广西乃至中国西

部第一车展。

与去年相比，本届南宁车展展出

面积增加了 10000 平方米，提高了

28.6%；参展名车、样车增加 200 多台，

提高了 66.7%。展会参展汽车品牌达

60多个，相比去年提高了11%。

全球规格的厂方展具悉数进驻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据布展工作负

责人统计，本届车展展具价值超亿

元。其中，宾利、劳斯莱斯的展具就

是全球车展统一规格，这让广西人民

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国际一流的视

觉盛宴。此外，合资品牌、自主品牌

也携 A 级车展的厂方展具亮相展会。

华美大气、炫丽夺目的展具，使南宁

国际会展中心成为一个声光影汇集

的大舞台。

品牌荟萃

打造广西车市盛宴

作为国内一流的区域性车展，南

宁车展已成为国内外各大汽车厂商

展示实力的最佳舞台。本届车展上

的品牌阵容令人眼花缭乱：豪华品牌

包括奔驰、奥迪、凯迪拉克、进口三

菱、进口起亚、克莱斯勒、德国大众、

欧宝、沃尔沃、斯巴鲁；合资品牌涵盖

上海大众、斯柯达、一汽丰田、一汽大

众、一汽马自达、一汽奔腾、广州丰

田、广州本田、北京现代、别克、雪佛

兰、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标致、东风雪

铁龙、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长安福

特、荣威、东风风行、青年莲花；民族

自主品牌有比亚迪、吉利、帝豪、上海

华普、奇瑞、华泰现代、华晨中华、东

风风神、福建东南、长安铃木、长安马

自达、长安轿车、天津一汽、长丰扬

子、长城、中兴汽车、中顺汽车、吉奥、

众泰、力帆、昌河铃木和江铃汽车。

诸多豪车各显风采，共同演绎精彩绝

伦的巅峰对决。

豪车云集

多款名车吸引眼球

多款世界顶级名车亮相南宁，成

为车展现场最亮丽的风景。宾利欧

陆飞驰、宾利欧陆 GT、劳斯莱斯、凯

迪拉克 CTS、奔驰全系车型等都盛装

出场，引来众多市民热评。据悉，本

届车展期间所有被订购的车型中，高

端豪华品牌也大受青睐。车展 4 天期

间，仅奔驰品牌现场订购量就高达近

百台。宾利展台也迎来神秘买家，开

展首日，价值 398 万元的 90 周年宾利

庆典版雅致现场被购走。奔驰获得

逾百辆的订单，悍马现场展出的所有

车型均被售出，中欧房车也以 8 辆的

销售成绩完美收尾。此外，沃尔沃、

奥迪、德国大众等众多豪华车品牌也

收获不菲。车展组委会有关人士认

为，高端豪华汽车市场表现不俗，得

益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

日益深入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良好发展前景，体现出中国——东盟

南宁国际汽车展具备成为区域性国

际车展的潜力。

自主品牌销量夺魁

实力突显

在车展现场，比亚迪、奇瑞、吉利

等国产自主品牌扬眉吐气，增加了参

展面积，充分展示了品牌实力，抢占了

车市销售先机。年轻一族成为国产自

主品牌的主要拥趸，靓丽的外形、较高

的性价比等都是购车族的参考因素。

在比亚迪的展台上，记者看到销售人

员马不停蹄地忙着，据比亚迪相关负

责人透露，此次车展比亚迪的成交量

已达 600 多台。国产自主品牌的力量

已露端倪，市场份额迅速高涨。

多款新车高调亮剑

光彩绽放

车展上首发新车的数量，也成为

衡量车展档次以及吸引力的关键。南

宁作为北部湾的核心城市，具有不可

比拟的战略优势，车商都十分看好南

宁市场，纷纷将本届车展作为其发布

新车的阵地。本届车展上，宾利于车

展首日举行欧陆飞驰 speed 极速版的

新车发布，这是其继广州车展后在中

国大陆的第二次亮相。还没有在国内

发布新车的东风悦达起亚首尔也在车

展现场发布它的“处女秀”。此外，奇

瑞风云 2 鲸彩、比亚迪 G3、江淮和悦、

海马新普力马、天津一汽新夏利 N5、

一汽大众新高尔夫、东南三菱翼神、

2010款奔腾 B70、一汽马自达睿翼、一

汽丰田新皇冠等刚上市的新款车和年

度改款车也在展会现场展露风采。

国际汽车文化交汇

提升内涵

车展期间，各类文化活动同期举

行，平民车模争霸赛、吉利熊猫飞行

秀、NISSAN 创新科技、安全驾驶体验

营、汽车改装大赛、东盟车展公益行

——拒绝酒后驾驶万人大签名等一系

列的配套活动增强了车展的互动性和

吸引力，提升了展会的文化内涵。

南宁车展在带来国际汽车文化、改

变汽车消费观念的同时，更为购车者带

来了真正的实惠。众多品牌以厂家直

接让利的方式回馈消费者，优惠幅度巨

大。此外，团购规模也空前盛大。

2010年，中汽国际将继续与南宁市

政府、广西商务厅共同携手，依托东盟

战略平台，借助北部湾发展战略机遇，

将中国——东盟南宁国际汽车展览会

打造成为中国地方性车展的典范，引领

汽车产业发展，推动广西乃至西部会展

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谢胡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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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南宁，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

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西部

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前沿，是中国走向东

盟的门户和大通道。

南宁车展，2008 年落户南宁，在当

地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在各方的通力协

作下，取得了震惊业界的丰硕成就，带

动了广西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2008年，中国——东盟南宁国际车展

带着他的“专业”和“高规格”适时出现，一

个崭新的国际化专业室内车展在广西拉开

序幕。首届南宁车展启用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10个室内展馆，整车参展达8个展馆，展

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是南宁车市规模最大

的车展。参展新车近百款，数量300余台，

参展品牌达54个，其中国外豪车参展品牌

多达56%。5天展会期间，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共接待前来观展的市民多达20万人，各

汽车品牌销售商接待的意向客户8000多

人，现场售车及预定量1986台。

如今，作为广西地区唯一的室内车展，

南宁车展是广西人民赏车、购车、体验国际

汽车文化盛宴的理想去处，是中国西部第

一汽车营销平台，成为继东盟博览会之后

的南宁第二大展会。未来的南宁车展，将

成为南宁乃至广西地区的年度盛会。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包括南宁市、北海

市、钦州市、防城港市所辖区域范围，以及

玉林市、崇左市的交通和物流。土地面积

4.2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95公里。这

里既是中国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

道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又是中

国与东盟合作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

梁、合作大平台，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

突出，开发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2008年初，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发建

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目标就是要使这

个区域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

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

流中心。以《规划》为蓝图，推进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不仅为广西发展

提供了广阔前景，也为中国与东盟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合

作，赢得更多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将如期建成。届时，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 19 亿人

口、接近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4.5

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由发展中

国 家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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