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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车 展 中汽国际

全面突破
验证塞北第一车展

本届车展展出面积 4.5万平方米，

展会期间，共有近 50家国内外整车厂

商参展，囊括国内外众多豪车、商务

车、家轿、SUV 等多品牌不同类型车

300余台。

本届车展上的品牌阵容强大：豪

华品牌包括劳斯莱斯、凯迪拉克、讴

歌、进口三菱、沃尔沃、陆虎、斯巴鲁、

英菲尼迪、科瑞斯的、中欧、林肯、悍马

等；合资品牌涵盖上海大众、斯柯达、

一汽丰田、一汽马自达、一汽奔腾、广

汽丰田、广州本田、雪佛兰、上海通用、

东风标致、东风本田、长安福特等；民

族自主品牌有比亚迪、吉利、帝豪、华

泰、长安马自达、长城、力帆等。众多

品牌同场竞技，各展风采。

据组委会统计，开展五天观展人

数达到 25万余人次，现场成交量 3168

台，意向成交客户突破 1 万人。随着

呼和浩特车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

类媒体也对此次展会表现出了极大的

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 70 余

家国家级及地方性、专业性媒体对此

次展会做了全面的报道。这是往届车

展从没有过的。

新车豪车
同享青城车市盛典

相比上届，更多的新车、更高端的

车型竞相亮相本届车展，足以反映出

随着塞北消费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厂商对本地汽车市场的重视和战略

性的转移。本届展会，包括凯迪拉克

CTS-V、三菱劲炫、英菲尼迪 2010 款

FX/EX在内的 10余台新车现场发布，

令观众视界大开，不仅看到汽车科技

的进步，更感受到低碳、绿色环保等理

念在汽车领域的运用。同时，像沃尔

沃 S80L切割车、斯柯达明锐切割车等

一些专业的展示车型也被带到现场，

为青城车市盛典助威。

豪车一直是车展上必不可少的主

角，本次展会，劳斯莱斯、悍马、路虎、科

瑞斯的改装车、中欧房车等车型也出现

在展会现场，并受到青城消费者的热

捧。开展几天，各大豪车品牌均有所斩

获，特别是悍马、路虎等高端越野车，短

短几天便取得了30余台的销售佳绩。

经济车型
激起青城消费热情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汽车

的日益普及，经济型车型进入家庭已

经势不可挡。今年的呼和浩特车展，

不仅是各大商家展示自我的一个平

台，更是一个展示营销水平，引导积极

消费的平台。众多厂商纷纷推出各种

优惠政策，结合多种新奇的娱乐方式，

令车展集赏车、购车于一体，为广大消

费者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据统计，本次车展，经济型汽车销

量占据了全部销量的 70%，达到 2210

台，以比亚迪、一汽丰田、上海通用雪

佛兰为首的自主、合资品牌更是在销

量上取得了过百的佳绩。

地域特征显现
新型展会模式倍受青睐

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消费习惯，

在汽车行业中，这种地域性在本届展会

也同样得到了体现。本次车展以“纵情

草原、驾驭梦想”为主题，开创了大规模

试乘试驾表演区，充分带动了参与者的

热情，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誉。

无论是专业车手的现场漂移、还

是普通消费者的亲身体验，均为现场

的朋友们带来了良好的感官享受。同

时这种外场的动态车展也与馆内的静

态车展两相呼应，相得益彰。

据相关数据表明，平均每天每个

品牌都会有近 80 位客户参与到试乘

试驾中来，用亲身的体验参与到赏车

购车的活动中来。

作为一个以“国际化、专业化、品

牌化、市场化”为发展理念的国际性车

展，年轻的呼和浩特车展在成长中不

断完善。2009 年，首届呼和浩特车展

一经亮相便获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

2010年第二届呼和浩特车展在服务水

平、组织流程等方面又有新突破，再次

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个资源

型的新型工业化城市“金三角”经济区

域带来了活力。本届呼和浩特车展，

对于参展商来说，是一个推介企业品

牌的窗口，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是一个

赏车、购车，接触汽车时尚、了解汽车

文化的平台。同时，与第四届民交会

同期举办，为车展的贸易合作、形象传

播带来了契机，也提升了车展的人气。

走过两届的呼和浩特国际车展，

将继续扛起塞北汽车市场的大旗，引

领塞北车市潮流，再创车市新辉煌。

7月16-20日，由中国汽车工

业国际合作总公司、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呼和浩特市

会展业管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

招商局、呼和浩特市会展业服务

中心、中汽尚格（北京）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 2010 第二

届中国·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览

会（以下简称“呼和浩特车展”）在

呼和浩特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第四届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

同期举办。

本届呼和浩特车展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开展五天观

展人数达到25万余人次，现场成交

量3168台，意向成交客户突破1万

人，意向订单10521台，现场成交额

4.77亿，意向成交额15.8亿。较往

届车展来看，本届呼和浩特车展无

论在规模、档次上还是专业化程度

上都得到了巨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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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突破
验证塞北第一车展

本届车展展出面积 4.5万平方米，

展会期间，共有近 50家国内外整车厂

商参展，囊括国内外众多豪车、商务

车、家轿、SUV 等多品牌不同类型车

300余台。

本届车展上的品牌阵容强大：豪

华品牌包括劳斯莱斯、凯迪拉克、讴

歌、进口三菱、沃尔沃、陆虎、斯巴鲁、

英菲尼迪、科瑞斯的、中欧、林肯、悍马

等；合资品牌涵盖上海大众、斯柯达、

一汽丰田、一汽马自达、一汽奔腾、广

汽丰田、广州本田、雪佛兰、上海通用、

东风标致、东风本田、长安福特等；民

族自主品牌有比亚迪、吉利、帝豪、华

泰、长安马自达、长城、力帆等。众多

品牌同场竞技，各展风采。

据组委会统计，开展五天观展人

数达到 25万余人次，现场成交量 3168

台，意向成交客户突破 1 万人。随着

呼和浩特车展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

类媒体也对此次展会表现出了极大的

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 70 余

家国家级及地方性、专业性媒体对此

次展会做了全面的报道。这是往届车

展从没有过的。

新车豪车
同享青城车市盛典

相比上届，更多的新车、更高端的

车型竞相亮相本届车展，足以反映出

随着塞北消费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厂商对本地汽车市场的重视和战略

性的转移。本届展会，包括凯迪拉克

CTS-V、三菱劲炫、英菲尼迪 2010 款

FX/EX在内的 10余台新车现场发布，

令观众视界大开，不仅看到汽车科技

的进步，更感受到低碳、绿色环保等理

念在汽车领域的运用。同时，像沃尔

沃 S80L切割车、斯柯达明锐切割车等

一些专业的展示车型也被带到现场，

为青城车市盛典助威。

豪车一直是车展上必不可少的主

角，本次展会，劳斯莱斯、悍马、路虎、科

瑞斯的改装车、中欧房车等车型也出现

在展会现场，并受到青城消费者的热

捧。开展几天，各大豪车品牌均有所斩

获，特别是悍马、路虎等高端越野车，短

短几天便取得了30余台的销售佳绩。

经济车型
激起青城消费热情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汽车

的日益普及，经济型车型进入家庭已

经势不可挡。今年的呼和浩特车展，

不仅是各大商家展示自我的一个平

台，更是一个展示营销水平，引导积极

消费的平台。众多厂商纷纷推出各种

优惠政策，结合多种新奇的娱乐方式，

令车展集赏车、购车于一体，为广大消

费者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据统计，本次车展，经济型汽车销

量占据了全部销量的 70%，达到 2210

台，以比亚迪、一汽丰田、上海通用雪

佛兰为首的自主、合资品牌更是在销

量上取得了过百的佳绩。

地域特征显现
新型展会模式倍受青睐

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消费习惯，

在汽车行业中，这种地域性在本届展会

也同样得到了体现。本次车展以“纵情

草原、驾驭梦想”为主题，开创了大规模

试乘试驾表演区，充分带动了参与者的

热情，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誉。

无论是专业车手的现场漂移、还

是普通消费者的亲身体验，均为现场

的朋友们带来了良好的感官享受。同

时这种外场的动态车展也与馆内的静

态车展两相呼应，相得益彰。

据相关数据表明，平均每天每个

品牌都会有近 80 位客户参与到试乘

试驾中来，用亲身的体验参与到赏车

购车的活动中来。

作为一个以“国际化、专业化、品

牌化、市场化”为发展理念的国际性车

展，年轻的呼和浩特车展在成长中不

断完善。2009 年，首届呼和浩特车展

一经亮相便获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

2010年第二届呼和浩特车展在服务水

平、组织流程等方面又有新突破，再次

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个资源

型的新型工业化城市“金三角”经济区

域带来了活力。本届呼和浩特车展，

对于参展商来说，是一个推介企业品

牌的窗口，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是一个

赏车、购车，接触汽车时尚、了解汽车

文化的平台。同时，与第四届民交会

同期举办，为车展的贸易合作、形象传

播带来了契机，也提升了车展的人气。

走过两届的呼和浩特国际车展，

将继续扛起塞北汽车市场的大旗，引

领塞北车市潮流，再创车市新辉煌。

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

刚刚圆满结束的第

四届中国民族商品交易

会（以下简称“民交会”）

是呼和浩特市举办民交

会以来，亮点最多的一

次。一是为民族优秀产

品展示、贸易搭建平台的

第四届中国民族商品国

际展览会；二是以打造中

国塞北第一车展为目标

的第二届中国·呼和浩特

国际汽车展览会；三是以

发展壮大光伏产业，把呼

和浩特打造为“中国新能

源之都”为目的的呼和浩

特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

二届中国（呼和浩特）光

伏产业论坛、展览；四是

以打造“京津夏都”为目

的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

论坛。

据民交会组委会办

公室初步统计，民交会展

览面积 7 万余

平方米，参会参展国

内外企业1600余家，参会

客商8000多人，参观总人

数近 38 万人次。民交会

总交易额 25.5 亿元。本

次民交会上，呼和浩特市

的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受

到了客商的青睐。

民交会期间举办的

2010 呼和浩特投资贸易

洽谈会暨第二届中国（呼

和浩特）光伏发电研讨会

（以下简称“呼洽会”），包

括第二届中国（呼和浩

特）光伏发电研讨会、新

能源博览会、项目签约仪

式及投资环境推介三项

主要活动。达成合作意

向的32个项目进行签约，

共引进国内外资金360亿

元人民币。其中国内项

目 31 项，共 313 亿元人民

币，外资项目1项，共8亿

美元。

在“呼洽会”签约仪式

上共签定新能源产业项目

6 项。高科技、高附加值

新能源产业项目签约率高

是本次项目签约仪式一大

特点，极大地促进呼和浩

特市光伏产业发展，为实

现将呼和浩特市打造“中

国新能源之都”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

第二届中国·呼和浩

特国际汽车展览会、民族

地区旅游发展论坛、乳业

发展国际论坛、呼和浩特

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二

届中国（呼和浩特）光伏

产业论坛、第四次晋冀蒙

六城市区域合作会议、中

国蒙医药发

展 论 坛 等 各

项活动也相继

召开。

中国民族商品交易

会的举办，不仅展示了草

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独

特魅力，展示了呼和浩特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

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为

首府经济腾飞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夯实了前行的

坦途。

中国民族商品交易

会是 2007 年经国务院同

意，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商务部、国务院西

部开发办、中国贸促会共

同主办的中国首个以“民

族”命名的展会，目前已

成功举办三届。

来源：呼和浩特日报

四载成就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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