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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成交预订车辆 13000 多台，实际成

交金额突破 35 亿元人民币。6 月 16 日，为期

六天的“2010（第十四届）深圳-香港-澳门

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落下

帷幕。

本届车展以“低碳城市 绿动未来”为主

题，参展规模达到了11万平米，比上届增长了

10%左右，位居今年国内车展三甲。来自国内

外的近 80家整车参展商共带来了 800多辆展

车，数十款新车、概念车纷纷抢滩登陆，数十

名汽车公司高层领导亲临车展现场，各品牌

在参展规模和参展车型方面较去年都有大幅

提高。

车展期间，共有 1300 多家新闻媒体单位

近 4000名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参观总人流

量突破58万人次。

本届车展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澳

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支持，深圳市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深圳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主办，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徐秉

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

林，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

汽国际总裁刘敬桢等领导出席展会开幕式。

高度重视华南市场
新车投放力度加大

香港、澳门和深圳作为成熟汽车消费市

场，以其领先的汽车文化，成为国内汽车市场

走向的风向标。在深港澳合作一体化不断加

强的大背景下，本届展会以“国际车展，中立

态度”为导向，在展会的规模、档次、影响力、

观众数量、媒体关注度等各方面均实现了前

所未有的突破。

凭借深港澳三地“城市地位”的重要性及

强大号召力，2010 深港澳国际车展吸引了劳

斯莱斯、宾利、世爵、兰博基尼、法拉利、玛莎

拉蒂、保时捷等国际主流品牌以及一汽、上

汽、东风、长安、吉利、奇瑞、广汽、北汽、比亚

迪、华晨、江淮、长城、力帆、双环、华泰等几乎

全部国内自主品牌的加盟。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参展的近百个汽车品牌均以厂家直接参

展的形式亮相，极大地提升了展会的品质和

层次。

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和竞争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欧美韩品牌及自主品牌选择影响力

日趋增长的深港澳国际车展作为新车发布和

南方战略的突破口，这一点在本届展会上体

现得尤为明显。

本次深港澳车展，大众集团携旗下进口

大众、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斯柯达、奥迪组团

参展，独立成馆，参展面积达到了 6000平米，

其投入规模和力度仅次于 4月举办的北京车

展；自主品牌方面，吉利汽车把北京车展展台

也搬到深港澳车展，参展规模高达1800平米，

参展车型合计25辆；比亚迪汽车则一分为三，

三个销售网各自独立参展，总参展面积达到

了2500平米。

本届深港澳车展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新车

活动更加密集。6 月 11 日车展开幕式首日，

几十场密集的新车、新闻发布会活动相继举

行，吸引了数千名媒体记者的关注和报道。

从量变到质变
深港澳车展迈向品牌大展

深港澳车展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规

模从 3 万平米提升到了 11 万平米；在参展规

模量变的基础上，参展商主体由最初的汽车

经销商发展为各大汽车厂家，各方更注重品

牌宣传，也加速了深港澳国际车展的质变。

深港澳国际车展每年 6 月举办，在时间

上紧承北京国际车展和上海车展，是每年

上半年国内汽车界第二大展会，也是各大

汽车品牌战略新车中国推广计划的最佳

“第二落点”。

随着深港澳国际车展规模和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为期六天的车展对周边城市市民的

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本届车展期间，来自珠

三角地区尤其是惠州、东莞、珠海等地的参观

观众数量大增。随着深圳特区发展步伐的加

快和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利用节假

日时间到深圳看车展成为本届深港澳国际车

展期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沿

海城市，虽然没有强大的汽车产业集群，但

私家车平均拥有量全国第一，也拥有相对成

熟的汽车消费文化，市民二次购车的热情依

然高涨。

同时，港澳地区作为大中华地区最具国

际化色彩的品牌之都和时尚之都，拥有发达

的传媒和国际化的影响力，内地居民尤其是

华南地区居民，传统上深受港澳消费文化的

影响。深港澳国际车展在整合国内主流媒

体集群的同时，高度重视港澳媒体的传播

力，每年斥巨资打造港澳宣传攻势，占领品

牌传播制高点，已经引起了港澳主流媒体和

观众的高度关注，也为参展商在大中华地区

的品牌提升起到“墙外开花墙内香”的传播

效果。

香港、澳门汽车市场虽然没有内地汽车

市场发展蓬勃，但随着泛珠三角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深港澳地区已然成为大中华地

区的汽车消费高地和成熟汽车文化的代表，

在这片沃土中孕育成长的深港澳国际车展势

必成为引领华南乃至大中华地区汽车消费市

场的风向标。

第十四届深港澳国际车展盛况空前圆满闭幕第十四届深港澳国际车展盛况空前圆满闭幕
展出面积11万平方米 成交预订车辆13000多台 成交金额突破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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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成交预订车辆 13000 多台，实际成

交金额突破 35 亿元人民币。6 月 16 日，为期

六天的“2010（第十四届）深圳-香港-澳门

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落下

帷幕。

本届车展以“低碳城市 绿动未来”为主

题，参展规模达到了11万平米，比上届增长了

10%左右，位居今年国内车展三甲。来自国内

外的近 80家整车参展商共带来了 800多辆展

车，数十款新车、概念车纷纷抢滩登陆，数十

名汽车公司高层领导亲临车展现场，各品牌

在参展规模和参展车型方面较去年都有大幅

提高。

车展期间，共有 1300 多家新闻媒体单位

近 4000名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参观总人流

量突破58万人次。

本届车展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澳

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支持，深圳市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深圳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主办，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

司承办。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徐秉

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

林，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

汽国际总裁刘敬桢等领导出席展会开幕式。

高度重视华南市场
新车投放力度加大

香港、澳门和深圳作为成熟汽车消费市

场，以其领先的汽车文化，成为国内汽车市场

走向的风向标。在深港澳合作一体化不断加

强的大背景下，本届展会以“国际车展，中立

态度”为导向，在展会的规模、档次、影响力、

观众数量、媒体关注度等各方面均实现了前

所未有的突破。

凭借深港澳三地“城市地位”的重要性及

强大号召力，2010 深港澳国际车展吸引了劳

斯莱斯、宾利、世爵、兰博基尼、法拉利、玛莎

拉蒂、保时捷等国际主流品牌以及一汽、上

汽、东风、长安、吉利、奇瑞、广汽、北汽、比亚

迪、华晨、江淮、长城、力帆、双环、华泰等几乎

全部国内自主品牌的加盟。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参展的近百个汽车品牌均以厂家直接参

展的形式亮相，极大地提升了展会的品质和

层次。

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和竞争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欧美韩品牌及自主品牌选择影响力

日趋增长的深港澳国际车展作为新车发布和

南方战略的突破口，这一点在本届展会上体

现得尤为明显。

本次深港澳车展，大众集团携旗下进口

大众、上海大众、一汽大众、斯柯达、奥迪组团

参展，独立成馆，参展面积达到了 6000平米，

其投入规模和力度仅次于 4月举办的北京车

展；自主品牌方面，吉利汽车把北京车展展台

也搬到深港澳车展，参展规模高达1800平米，

参展车型合计25辆；比亚迪汽车则一分为三，

三个销售网各自独立参展，总参展面积达到

了2500平米。

本届深港澳车展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新车

活动更加密集。6 月 11 日车展开幕式首日，

几十场密集的新车、新闻发布会活动相继举

行，吸引了数千名媒体记者的关注和报道。

从量变到质变
深港澳车展迈向品牌大展

深港澳车展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规

模从 3 万平米提升到了 11 万平米；在参展规

模量变的基础上，参展商主体由最初的汽车

经销商发展为各大汽车厂家，各方更注重品

牌宣传，也加速了深港澳国际车展的质变。

深港澳国际车展每年 6 月举办，在时间

上紧承北京国际车展和上海车展，是每年

上半年国内汽车界第二大展会，也是各大

汽车品牌战略新车中国推广计划的最佳

“第二落点”。

随着深港澳国际车展规模和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为期六天的车展对周边城市市民的

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本届车展期间，来自珠

三角地区尤其是惠州、东莞、珠海等地的参观

观众数量大增。随着深圳特区发展步伐的加

快和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利用节假

日时间到深圳看车展成为本届深港澳国际车

展期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沿

海城市，虽然没有强大的汽车产业集群，但

私家车平均拥有量全国第一，也拥有相对成

熟的汽车消费文化，市民二次购车的热情依

然高涨。

同时，港澳地区作为大中华地区最具国

际化色彩的品牌之都和时尚之都，拥有发达

的传媒和国际化的影响力，内地居民尤其是

华南地区居民，传统上深受港澳消费文化的

影响。深港澳国际车展在整合国内主流媒

体集群的同时，高度重视港澳媒体的传播

力，每年斥巨资打造港澳宣传攻势，占领品

牌传播制高点，已经引起了港澳主流媒体和

观众的高度关注，也为参展商在大中华地区

的品牌提升起到“墙外开花墙内香”的传播

效果。

香港、澳门汽车市场虽然没有内地汽车

市场发展蓬勃，但随着泛珠三角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深港澳地区已然成为大中华地

区的汽车消费高地和成熟汽车文化的代表，

在这片沃土中孕育成长的深港澳国际车展势

必成为引领华南乃至大中华地区汽车消费市

场的风向标。

第十四届深港澳国际车展盛况空前圆满闭幕第十四届深港澳国际车展盛况空前圆满闭幕
展出面积11万平方米 成交预订车辆13000多台 成交金额突破35亿元 深圳车展“四新”登场

新形象

从 2008年“三展合一”到

2009年“三城联袂”，深港澳国

际车展以大中华地区消费能

力最强、市场发育最成熟、保

有量最庞大的汽车市场为依

托，不断在展览、论坛、活动、

推广、观众组织等五个方面进

行创新与升级，有力推动了深

港澳地区汽车文化和消费的

普及，向国际A级车展迈出了

更加坚实的步伐。 2010 年，

深港澳国际车展组委会邀请

中国著名设计师韩家英专门

为车展设计的以 IAS 为核心

的全新车展LOGO及整套VI

视觉识别系统，使得深港澳国

际车展的品牌形象更规范化、

国际化，更具美感和时代感，

开创了国内车展导入VI视觉

识别系统的先河。

新起点

2010(第十四届)深圳-香

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以

“低碳城市，绿动未来”为主

题，展会规模达到11万平米，

规模刷新2009年车展的历史

纪录。与上届车展相比，本

届深港澳国际车展不但展览

面积再次增加，同时还进一

步扩大了港澳地区的宣传力

度及观众组织，实现了香港

地铁、澳门码头、深港穿梭巴

士等广告宣传全面覆盖。

新阵容

本届车展南北大众联合

奥迪、斯柯达等大众系品牌

将深圳会展中心 7 号馆整馆

拿下；东风日产携史上最强

阵容出击2010深港澳国际车

展。上海通用别克以全系超

强阵容参加此次车坛盛会,总

面积为4500平方米。此次深

港澳国际车展上，不少新车

首次在华南亮相，并在今年

下半年正式推出。

新选择

历时十多年，一年一度

的深港澳国际车展已经成为

华南地区汽车市场不可或缺

的汽车营销盛事。从过去车

展效果来看，深港澳国际车

展每次车展效应都会掀起华

南车市的一次购车高潮，从

而为参展商带来销量提升和

品牌推广的回报。深港澳国

际车展的崛起势必改变华南

车展的格局，为汽车品牌逐

鹿华南市场提供了全新的选

择。 随着汽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深港澳汽车市场已经开

始进入新一轮换车高峰期，

一次购车和二次购车人群双

轮驱动市场增长，改车换代，

品牌求新、消费升级的趋势

日益明显。

南方都市报：

深港澳车展 车市风向标
深港澳车展由于时间点

和地理位置的关系，除了作

为各大品牌展示舞台以外，

更多被看作是下半年车市的

预演。2010年深港澳车展虽

然从形式上与以往车展并没

有太大不同，但从车展首日

厂商举行的各式发布活动和

现车情况来看，此次车展还

是汇集了目前车市的热点话

题，也使得车展成为今年车

市的一个风向标。

新能源风

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

低碳燃料汽车，是中国和世界

汽车市场解决能源危机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必经之途，深圳

作为中国13个新能源环保汽

车技术示范城市之一，组委会

希望参展商能够凸显展示国

内外新一代节能环保的交通

工具和先进汽车环保技术，并

试图通过产品展示、图片宣

传、技术演示、多媒体及讲座

等多种展览手段揭示低碳经

济时代的汽车技术变革之

道。以“低碳城市，绿动未来”

为主题，本次车展很好地迎合

了“节能、环保”的社会大趋

势。由于今年上半年关于新

能源车产业和政策的消息一

直是车市的热点话题，深港澳

车展很顺利地从北京车展手

中接过了“环保”的接力棒。

小排量风

在国家相关政策刺激和

节能减排等多重因素的作用

下，小排量车型也形成近年

来一个热点细分市场。与以

往车展各大品牌厂商力推大

马力、大空间车型所不同的

是，今年的深港澳车展刮起

了“小排量”风潮。从开幕当

天上市发布新车的结构来

看，小排量车型占了相当大

的比重。除开在小排量车型

市场具有优势地位的自主品

牌比亚迪、吉利等厂商，不少

合资品牌也开始力推小排量

车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