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车展共吸

引了整车参展商近

百 家 ，参 展 车 型

500多辆，展出面

积达8 万平方米，

参观总人流量突破

20 万人次。经过

连续八天的现场展

示和交易，累计现

场成交4857台，

意 向 预 订 车 辆

8000 余台，成交

金额突破 15 亿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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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以“新车，新馆，让生活

更精彩”为主题、为期八天的“2010中

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沈阳车展”）在新落成的沈阳国

际展览中心落下帷幕。车展上群雄

汇聚、“百”车争流的盛大景象令观众

久久流连。

高度重视东北市场
厂商投放力度加大

辽宁作为成熟汽车消费市场，以

其领先的区位优势，成为国内汽车市

场走向的风向标。在沈阳市人民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参展商和新闻界

的积极参与下，本届车展在展会的规

模、影响力、观众数量、媒体关注度等

各方面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

本届车展的最大亮点是以中外

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为代表的汽车

企业明显加大了对今年沈阳车展的

投入。各大汽车厂商在参展规模和

参展车型方面都较去年有大幅度的

提升。众多厂商表示参展效果远远

超出了预期，并且纷纷表示明年将提

升参展规模和档次。

本届车展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新

车发布活动密集。沈阳的广大消费

者与三菱汽车ASX劲炫亲密接触，亲

身感受三菱汽车无与伦比的驾驶乐

趣和高品质服务；上海汽车旗下“全

时 在 线 中 级 轿 车 ”荣 威 350、荣 威

550XT改装车、MG6世博版以及广汽

本田即将上市的轿跑型豪华跨界车

歌诗图首次亮相沈阳车展，给观众带

来崭新的视觉享受；帝豪品牌 EC718

工程解剖车和即将上市的帝豪全新

豪华车型——EC825 等全系车型参

展，吸引了全国数千名媒体记者的关

注和报道。

政府重视
开幕盛况空前

开幕式当天，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林、沈阳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祁鸣、中国汽车工业国际

合作总公司总裁刘敬桢、沈阳市政协

副主席韩晓言等有关领导莅临展会，

为展会开幕剪彩，并参观了本届沈阳

车展。

车展开幕式首日，近百个参展品

牌同时亮相，展出车辆近 500台, 接待

观众 4 万人次，为展会设立的 5 个大

型停车场全部爆满，组委会热线不

断，展会现场场面火爆，展出阵容和

规模都创下历届“沈阳车展”之最。

现场活动异彩纷呈
购车优惠回馈观众

凭借沈阳车展十余年的影响力

和城市的号召力，本届车展以厂家直

接参展为主，各汽车品牌经销商在展

会期间都推出了各项购车优惠活动，

各展台文艺表演活动此起彼伏，应接

不暇。

为了增加现场人气，车展组委会

举办了“逛车展，赢汽车大奖”门票抽

奖活动。沈阳车展第七天，适逢中国

传统节日“七夕”，在组委会工作人

员、参展商及参观观众的翘首企盼

下，隆重的抽奖仪式在麒麟展台前举

行。组委会领导和麒麟汽车的负责

人分别抽出一等奖、特等奖。特等奖

为瑞麒 M1 轿车一台，最终一位来自

辽宁鞍山的观众幸运地获此大奖。

8 月 15 日，沈阳汽博会组委会联

合沈阳市红十字会在展会现场为甘

肃舟曲泥石流受灾群众举行了募捐

启动仪式。沈阳汽博会组委会现场

捐款两万元，并向广大参展商、媒体

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携起手

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

荣传统，为灾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

慷慨解囊，奉献一片爱心。

在沈阳市人民政府、各参展商、

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关

注下，本届沈阳车展取得了圆满成

功，特别是新展馆的建设为沈阳车

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明年举办的第十届沈阳车展，沈阳

国际展览中心的全部 8 个展馆将一

并投入使用。让我们静候沈阳车展

的佳音，期待中国北方汽车展新的

炫目风采！

20102010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再续辉煌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再续辉煌
打造东北第一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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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以“新车，新馆，让生活

更精彩”为主题、为期八天的“2010中

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沈阳车展”）在新落成的沈阳国

际展览中心落下帷幕。车展上群雄

汇聚、“百”车争流的盛大景象令观众

久久流连。

高度重视东北市场
厂商投放力度加大

辽宁作为成熟汽车消费市场，以

其领先的区位优势，成为国内汽车市

场走向的风向标。在沈阳市人民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参展商和新闻界

的积极参与下，本届车展在展会的规

模、影响力、观众数量、媒体关注度等

各方面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

本届车展的最大亮点是以中外

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为代表的汽车

企业明显加大了对今年沈阳车展的

投入。各大汽车厂商在参展规模和

参展车型方面都较去年有大幅度的

提升。众多厂商表示参展效果远远

超出了预期，并且纷纷表示明年将提

升参展规模和档次。

本届车展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新

车发布活动密集。沈阳的广大消费

者与三菱汽车ASX劲炫亲密接触，亲

身感受三菱汽车无与伦比的驾驶乐

趣和高品质服务；上海汽车旗下“全

时 在 线 中 级 轿 车 ”荣 威 350、荣 威

550XT改装车、MG6世博版以及广汽

本田即将上市的轿跑型豪华跨界车

歌诗图首次亮相沈阳车展，给观众带

来崭新的视觉享受；帝豪品牌 EC718

工程解剖车和即将上市的帝豪全新

豪华车型——EC825 等全系车型参

展，吸引了全国数千名媒体记者的关

注和报道。

政府重视
开幕盛况空前

开幕式当天，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松林、沈阳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祁鸣、中国汽车工业国际

合作总公司总裁刘敬桢、沈阳市政协

副主席韩晓言等有关领导莅临展会，

为展会开幕剪彩，并参观了本届沈阳

车展。

车展开幕式首日，近百个参展品

牌同时亮相，展出车辆近 500台, 接待

观众 4 万人次，为展会设立的 5 个大

型停车场全部爆满，组委会热线不

断，展会现场场面火爆，展出阵容和

规模都创下历届“沈阳车展”之最。

现场活动异彩纷呈
购车优惠回馈观众

凭借沈阳车展十余年的影响力

和城市的号召力，本届车展以厂家直

接参展为主，各汽车品牌经销商在展

会期间都推出了各项购车优惠活动，

各展台文艺表演活动此起彼伏，应接

不暇。

为了增加现场人气，车展组委会

举办了“逛车展，赢汽车大奖”门票抽

奖活动。沈阳车展第七天，适逢中国

传统节日“七夕”，在组委会工作人

员、参展商及参观观众的翘首企盼

下，隆重的抽奖仪式在麒麟展台前举

行。组委会领导和麒麟汽车的负责

人分别抽出一等奖、特等奖。特等奖

为瑞麒 M1 轿车一台，最终一位来自

辽宁鞍山的观众幸运地获此大奖。

8 月 15 日，沈阳汽博会组委会联

合沈阳市红十字会在展会现场为甘

肃舟曲泥石流受灾群众举行了募捐

启动仪式。沈阳汽博会组委会现场

捐款两万元，并向广大参展商、媒体

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携起手

来，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

荣传统，为灾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

慷慨解囊，奉献一片爱心。

在沈阳市人民政府、各参展商、

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关

注下，本届沈阳车展取得了圆满成

功，特别是新展馆的建设为沈阳车

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明年举办的第十届沈阳车展，沈阳

国际展览中心的全部 8 个展馆将一

并投入使用。让我们静候沈阳车展

的佳音，期待中国北方汽车展新的

炫目风采！

20102010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再续辉煌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再续辉煌
2010沈阳车展 大特点八
一、政府主导，强化车展的导向功能

沈阳市人民政府作为车展支持单位，确保新

展馆的如期投入使用，同时积极整合当地公共、媒

体、相关协会等众多资源，着力将车展打造成政府

发展汽车产业、推介企业品牌的窗口。展会的举

办，必将为促进全市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培

育，激活潜在汽车消费，完善汽车售前与售后服务

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历史悠久、品牌号召力强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沈阳汽博会）

创办于199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得到了沈阳

市人民政府、参展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已

走过11年的光辉历程，从1999年第一届展出面积

1 万平方米成长到如今“沈阳汽博会”为沈阳市的

城市名片，为沈阳市汽车行业的发展和沈阳市经

济的拉动做出卓越的贡献。

三、参展厂商及经销商大力支持、参展踊跃

本届车展吸引了众多汽车厂商、经销商的高

度关注，参展热情空前高涨。本届“汽博会”较前

八届相比，无论是国外和国内的参展品牌及车型

都有所增多，几乎涵盖国内外各大知名汽车品

牌。观众能在本届车展上，近距离集中欣赏到或

购买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汽车。

四、现场活动精彩纷呈

无论是填参观问卷，抽“汽车”大奖活动，还是

试乘试驾活动，都为经销商和消费者搭建了有效沟

通平台。多元化的活动形态不仅满足消费者的体

验及比较的需求，并能极大地提高现场的成交概率。

五、深度预热、车展宣传攻略全面启动

通过辽沈晚报、沈阳日报、华商晨报、沈阳晚

报、辽宁交通台、沈阳交通台、新浪汽车频道、搜狐

汽车频道、网易汽车频道、易车网、辽宁电视台、沈

阳电视台、中国汽车报、中国工业报、中国商报汽

车导报、上海汽车报、北京汽车报等电视、广播、报

纸、网络等行业媒体认知度较高的媒体传播本届

车展的空前规模以及参展企业状况，提高本届车

展的品牌形象，建立良好的行业影响力。

六、优质服务、理念新颖、引进“管家式”主场服务商

以服务立展，这是沈阳汽博会的立命之本。

本届沈阳汽博会移师新展馆（沈阳国际展览中

心），组委会引进“管家式”主场服务商，确保参展

商在展前、展中、展后的物料运输、进馆、申请电、

水等工作顺利开展。

七、IT卡式门票、掀起观众收藏热潮

本届展会在门禁设置和管理上，采用了 IT 卡

管理模式，达到有关部门的安保要求；本次展会对

各类参展（观）人员设立了专门出入口，增设了安

检门及安检设施，安保人员数量比上届展会增加

两倍，确保本届展会得以顺利进行。

八、移师新展馆、二十余免费班车直抵

本届沈阳汽博会移师新展馆——沈阳国际展

览中心（沈阳市苏家屯区）举行。为了保证参观人

流顺利抵达展馆，组委会免费提供三条穿梭巴士

往返摆渡观众。 （摘编自网易汽车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