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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30日，为期五天的

“2010 中国西部（兰州）国际汽

车博览会”（以下简称“兰州车

展”）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行。

本届兰州车展由中国汽车

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甘肃省

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深圳市联

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甘肃格

瑞元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具体

承办。

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朱志

良，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工

商联主席郝远，甘肃省政协

副主席张津梁，甘肃省商务

厅 厅 长 王 锐 ，省政府副秘书

长张翀，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总经理李宁平，甘肃省工

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张勇，中国

贸易促进会甘肃分会副会长

车小林，甘肃省国有资产集团

公司总经理马江河，兰州市政

府副市长 俞 敬 东 ，甘 肃 省 工

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放，甘

肃日报社副社长孙加震，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副总裁经永建，励展华博展

览（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承文，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宾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了本届车展的开

幕式。

兰州车展以五大亮点精彩

演绎汽车生活，成为汽车厂商

拓展中国西北市场不可多得的

桥梁和平台。

亮点一：
从容布局

打造西北第一品牌汽车展
本届兰州车展在甘肃兰

州新落成的甘肃展览中心隆

重举行，是该馆启用以来继

“兰洽会”之后第二个用满全

馆的大型展览会，共启用了

一楼、二楼全部 8 个展馆及室

外 展 区 ，规 模 突 破 4 万 平 方

米。由于周边邻省的汽车销

售体系相对于兰州还不够发

达，因此本届兰州车展成为

配合汽车厂家建立“ 垂直下

沉”销售战略不可或缺的平

台，通过车展平台使得汽车

销售逐渐覆盖全省甚至包括

西宁及银川等重点周边城市

的富裕人群。

亮点二：
香车荟萃

新车、名车齐亮相
本次展会汽车厂商携带

2010 年上半年全部新款靓车

和进口名车火爆登场，其中不

乏法拉利、保时捷、宾利等超

级豪华跑车。炫目的车展不

仅让观众一睹数百款新车及

价值数百万元名车之容，更让

现场观众全方位感受震撼促

销带来的实惠。

亮点三：
展台炫目

厂家参展成主角
本届车展主要以汽车厂家

直接参展为主，汇聚法拉利、保

时捷、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凯

迪拉克、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讴

歌、悍马、路虎、GMC、一汽大

众、上海大众、斯柯达、上海通用

（别克、雪佛兰）、荣威&名爵、东

风日产、一汽丰田、广汽本田、广

汽丰田、进口现代、北京现代、东

风悦达起亚、东风本田、长安福

特、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东风

风神、进口起亚、吉利汽车（全球

鹰、英伦、帝豪）、三菱汽车（进

口、长丰、东南）、奇瑞汽车、比亚

迪汽车、江淮汽车、长城汽车、天

津一汽、力帆汽车、华晨汽车、郑

州日产、中欧、众泰汽车、莲花汽

车、福田汽车、海马汽车、风行汽

车、进口欧宝、进口 JEEP、瑞麟、

吉奥汽车等几十个汽车品牌。

为了配合旗下各热卖车型

和全新上市车型的展出，树立

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进行最佳

实力展示，厂家在展台的布局

和车模的选择方面都独具匠

心，车体彩绘、人体彩绘以及

A、B级档次规格的展台炫目登

场，不断提升车展的人气。

此外，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国

电信、亚欧商厦、国芳百货、王

府井百货等众多高端知名品牌

倾情加盟兰州车展。其中，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成为本届车

展战略合作伙伴。

亮点四：
有奖有送

购车礼包、抽奖活动实惠多
为了占领市场，把潜在消

费者的眼球牢牢地拴在自家

销售的汽车上，不少主流汽车

厂商、经销商在车展期间专门

推出了万元现金优惠、送油

卡、GPS 导航仪、VIP 卡和装潢

等众多优惠，这些累计价值数

百万的购车优惠大礼包在兰

州车展现场派送，给观众带来

阵阵惊喜。

此外，本届兰州车展还举

办抽大奖活动。只要是现场购

车者，除享受参展商车展现场

订车特殊优惠外，还可以参加

购车大抽奖活动，奖品包括防

盗器、GPS、汽车音响、车载电

话、汽车按摩垫、太阳膜、车衣

等等，多不胜数。

亮点五：
演绎美丽

兰州首届靓车星 show 选

拔赛同期举办
靓 丽 的 容 颜 、自 信 的 气

质，炫目的靓车、华丽的 T 台、

动感的节奏……，作为 2010 中

国西部（兰州）国际汽车博览

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瑞

德摩尔杯”兰州首届靓车星

show 选拔赛自启动以来，吸引

了百余名兰州市各行各业有

志成为职业车模的俊男美女

报名参与。

经过两场初赛和一场总决

赛，共有 17 名参赛选手经过自

我介绍、个人展示、车标识别、

车型展示等多方面的比拼脱颖

而出，在兰州车展集体亮相。

最终决出的前十名获奖选手直

接入围 2011 年在深圳举办的

第 15 届“深、港、澳国际汽车博

览会车模大赛”。

“展开，汽车生活之翼。”五

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观众在

展会现场畅游车海，畅想未

来。助推西北车市发展的兰州

车展也在一片赞誉中圆满落

幕。骄人的展会数字为兰州车

展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

局，也为主承办方进一步打造

兰州车展树立了信心。可以预

期，在广大汽车参展厂商、品牌

赞助商、参观观众和社会新闻

媒体的大力支持下，兰州车展

一定能健康成长，成为西北地

区崛起的新星。

作为兰州首个也是唯

一的一个国际性车展，2010

中国西部（兰州）国际汽车

博览会盛况空前。以“展

开，生活之翼”为主题，首届

兰州车展展会规模达到了4

万多平方米，共吸引了整车

参展商近 60家，参展车型

300多辆，参观总人流量突

破 27万人次。车展期间，

共有 260多家新闻媒体单

位近1000名记者到现场采

访报道。

据统计，经过连续5天

的现场展示和交易，首届兰

州车展累计成交预订车辆

10347台，实际成交金额突

破12亿元。此外，兰州首届

靓车星show选拔赛、车展

购车大抽奖、汽车摄影大赛、

试乘试驾……同期举办的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汽车文化活

动也极大丰富了兰州车展的

内涵，令观众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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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 的兰州活活力力

8月 26-30日，为期五天的

“2010 中国西部（兰州）国际汽

车博览会”（以下简称“兰州车

展”）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隆重

举行。

本届兰州车展由中国汽车

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甘肃省

工商业联合会主办，深圳市联

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甘肃格

瑞元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具体

承办。

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朱志

良，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工

商联主席郝远，甘肃省政协

副主席张津梁，甘肃省商务

厅 厅 长 王 锐 ，省政府副秘书

长张翀，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总经理李宁平，甘肃省工

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张勇，中国

贸易促进会甘肃分会副会长

车小林，甘肃省国有资产集团

公司总经理马江河，兰州市政

府副市长 俞 敬 东 ，甘 肃 省 工

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放，甘

肃日报社副社长孙加震，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副总裁经永建，励展华博展

览（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承文，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宾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了本届车展的开

幕式。

兰州车展以五大亮点精彩

演绎汽车生活，成为汽车厂商

拓展中国西北市场不可多得的

桥梁和平台。

亮点一：
从容布局

打造西北第一品牌汽车展
本届兰州车展在甘肃兰

州新落成的甘肃展览中心隆

重举行，是该馆启用以来继

“兰洽会”之后第二个用满全

馆的大型展览会，共启用了

一楼、二楼全部 8 个展馆及室

外 展 区 ，规 模 突 破 4 万 平 方

米。由于周边邻省的汽车销

售体系相对于兰州还不够发

达，因此本届兰州车展成为

配合汽车厂家建立“ 垂直下

沉”销售战略不可或缺的平

台，通过车展平台使得汽车

销售逐渐覆盖全省甚至包括

西宁及银川等重点周边城市

的富裕人群。

亮点二：
香车荟萃

新车、名车齐亮相
本次展会汽车厂商携带

2010 年上半年全部新款靓车

和进口名车火爆登场，其中不

乏法拉利、保时捷、宾利等超

级豪华跑车。炫目的车展不

仅让观众一睹数百款新车及

价值数百万元名车之容，更让

现场观众全方位感受震撼促

销带来的实惠。

亮点三：
展台炫目

厂家参展成主角
本届车展主要以汽车厂家

直接参展为主，汇聚法拉利、保

时捷、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凯

迪拉克、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讴

歌、悍马、路虎、GMC、一汽大

众、上海大众、斯柯达、上海通用

（别克、雪佛兰）、荣威&名爵、东

风日产、一汽丰田、广汽本田、广

汽丰田、进口现代、北京现代、东

风悦达起亚、东风本田、长安福

特、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东风

风神、进口起亚、吉利汽车（全球

鹰、英伦、帝豪）、三菱汽车（进

口、长丰、东南）、奇瑞汽车、比亚

迪汽车、江淮汽车、长城汽车、天

津一汽、力帆汽车、华晨汽车、郑

州日产、中欧、众泰汽车、莲花汽

车、福田汽车、海马汽车、风行汽

车、进口欧宝、进口 JEEP、瑞麟、

吉奥汽车等几十个汽车品牌。

为了配合旗下各热卖车型

和全新上市车型的展出，树立

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进行最佳

实力展示，厂家在展台的布局

和车模的选择方面都独具匠

心，车体彩绘、人体彩绘以及

A、B级档次规格的展台炫目登

场，不断提升车展的人气。

此外，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国

电信、亚欧商厦、国芳百货、王

府井百货等众多高端知名品牌

倾情加盟兰州车展。其中，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成为本届车

展战略合作伙伴。

亮点四：
有奖有送

购车礼包、抽奖活动实惠多
为了占领市场，把潜在消

费者的眼球牢牢地拴在自家

销售的汽车上，不少主流汽车

厂商、经销商在车展期间专门

推出了万元现金优惠、送油

卡、GPS 导航仪、VIP 卡和装潢

等众多优惠，这些累计价值数

百万的购车优惠大礼包在兰

州车展现场派送，给观众带来

阵阵惊喜。

此外，本届兰州车展还举

办抽大奖活动。只要是现场购

车者，除享受参展商车展现场

订车特殊优惠外，还可以参加

购车大抽奖活动，奖品包括防

盗器、GPS、汽车音响、车载电

话、汽车按摩垫、太阳膜、车衣

等等，多不胜数。

亮点五：
演绎美丽

兰州首届靓车星 show 选

拔赛同期举办
靓 丽 的 容 颜 、自 信 的 气

质，炫目的靓车、华丽的 T 台、

动感的节奏……，作为 2010 中

国西部（兰州）国际汽车博览

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瑞

德摩尔杯”兰州首届靓车星

show 选拔赛自启动以来，吸引

了百余名兰州市各行各业有

志成为职业车模的俊男美女

报名参与。

经过两场初赛和一场总决

赛，共有 17 名参赛选手经过自

我介绍、个人展示、车标识别、

车型展示等多方面的比拼脱颖

而出，在兰州车展集体亮相。

最终决出的前十名获奖选手直

接入围 2011 年在深圳举办的

第 15 届“深、港、澳国际汽车博

览会车模大赛”。

“展开，汽车生活之翼。”五

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观众在

展会现场畅游车海，畅想未

来。助推西北车市发展的兰州

车展也在一片赞誉中圆满落

幕。骄人的展会数字为兰州车

展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

局，也为主承办方进一步打造

兰州车展树立了信心。可以预

期，在广大汽车参展厂商、品牌

赞助商、参观观众和社会新闻

媒体的大力支持下，兰州车展

一定能健康成长，成为西北地

区崛起的新星。

兰州，甘肃省省会，是中国西北区域中心

城市，位于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

她不仅是黄河上游经济区重要的经济中

心和西陇海兰新经济带重要的支撑点和辐射

源，也是我国东中部地区联系西部地区的桥

梁和纽带。

兰州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

镇和著名的“茶马互市”，现已发展成为西部

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多层次、规范化

的市场体系建设日益完善，流通服务功能明

显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对活

跃，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辐射面达西部 8 省区，近 400 万平方公里和 3

亿多人口。商贸流通业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超市和连锁经营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2009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69.77 亿元，

增长18.92%。

说说主办方

由于周边邻省的汽车销售体系相对于兰

州还不够发达，因此“2010 中国西部(兰州)国

际汽车博览会”将成为配合汽车厂家建立“垂

直下沉”销售战略不可或缺的平台，通过车展

平台使得汽车销售逐渐覆盖全省甚至包括西

宁及银川等重点周边城市的富裕人群。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

常务副主席 张勇

“2010 中国西部(兰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是兰州首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国际性车展，本

届车展以“展开，生活之翼”为主题，借力中国

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的巨大市场资源优势，同时融入“北京车展”、

“深港澳国际车展”的先进成熟管理模式和

“复合车展”办展理念。我们以“展示汽车品

牌、促进汽车消费、弘扬汽车文化”为宗旨，真

正致力于将此次车展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最佳

的“汽车品牌推广”和“新车发布”的舞台。

——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

副总裁 经永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