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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进行时

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

展会时间：11月６至８日

展会地点：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会展中心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会特点：车展预计展出

面积 6.5万平方米，特设八大展

区，全面展示包括中国自主品

牌、全球知名豪车、进口车等各

种车型。另有改装车和赛车等

同台展示，引领观众感受别样

汽车文化魅力。展会同期将以

“濠江盛汇”为主题，举办第五

届中国（澳门）国际游艇进出口

博览会暨第四届澳门公务机

展，陆海空三展联袂，合力打造

国际展会品牌。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AAG）

暨第78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

展会时间：11月12至14日

展会地点：广州保利世贸

博览馆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会特点：展会立足华南

市场，辐射国内、港澳及东南

亚，涵盖整个汽车后市场产品

链的综合性高端专业展会，覆

盖汽车零部件、维修与保养、用

品与改装三大汽车行业板块。

首届展出面积达 10万平方米。

由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中汽国际、中汽配件、广州

机械院及中国电器院合力承办。

2015中国洛阳暖冬汽车博览会暨汽车金融峰会

展会时间：11月12日至15日
展会地点：洛阳新区体育中心

展会周期：一年两届

展会特点：由中汽国际与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洛阳广播

电视台三强联合打造的洛阳暖

冬车展。本届展会将是洛阳本

地全年最后的厂家大车展，展

会推出多项优惠政策，买车减

税还享受折上折。现场展示的

大量汽车模型让观众大饱眼

福。同时，汽车金融峰会将汇集

汽车与金融界专业人士来一场

汽车金融的头脑风暴。

为期六天的第十五届广东国

际汽车展示交易会（东莞国际车

展）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圆满落

幕。本届展会总面积达 14 万平

米，共吸引了近 100个汽车品牌，

1000多辆参展整车，参观总人流

量达 26.7万人次，累计成交预订

车辆达 21690 台，相比历届车展

销量成绩大幅度提升。

在展会现场，众多豪华品牌、

合资品牌、自主品牌携各自旗下

最强产品阵容亮相。德系、美系、

法系、日系、韩系悉数到场，上汽、一

汽、东风、长安、广汽、北汽六大汽车

集团倾力出击，奇瑞、吉利、长城、比

亚迪、江淮等自主品牌全力参展。各

品牌展台设计前卫时尚，契合自身

产品理念，彰显企业价值主张。

本届东莞国际车展以全新视

角打造全新看点、全新体验，组委

会联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

络、户外、框架以及微博、微信等

媒体资源，进行多角度立体化的

全覆盖式推广宣传，为广大市民

了解车展信息并进行参观购车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

本届车展量身打造了精彩纷

呈的现场活动，吸引了大批观众

参观互动。3号馆前广场户外试驾

专区的比亚迪战鼓擂台“唐战番

邦”挑战赛吸引到大批观众围观、

参与。观众可现场体验比亚迪唐在

通过单轮脱困、驼峰路、10%三滑轮

坡道、20%交替滑轮坡道等各环节

充分展示出来的性能与操控。

今年，正逢东莞国际车展十

五周年。这十五年来，东莞国际车

展不断追求品质与服务的提升。

实干成就辉煌，创新驱动发展，在

前行中不断超越、不断奋进，开创

更多无限精彩的未来。

展会由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

作有限公司、广东现代国际展览

中心、东莞市汽车博览中心、东莞

市纵横经济策划有限公司主办，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广东省经济

贸易委员会、东莞市人民政府支持，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厚街

镇人民政府协办，东莞中汽会展有限

公司承办。 东莞中汽彭瑜/文

以“定制、互联网、平台、品

牌”为主题的第十一届RA上海

国际汽车定制改装博览会（RA
改博会）10 月 9 至 11 日在上海

世博展览馆成功举办。开幕式

上，中汽国际副总经理温忆梅和

RA 联盟副主席宁振兴分别代

表主办方和联盟致词，RA组委

会秘书长秦国介绍了本届 RA
基本情况。

RA 改博会是我国汽车改

装行业最早创办的专业展会，也

是国内水准最高的专业改装品

牌展会，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国

外改装品牌以及国内大型改装

企业的年度新品都会选择 RA

进行市场首发，因此，RA 也被

业界誉为“中国汽车改装产业的

趋势座标”。

本届 RA 改博会展出面积

超出 30000平方米，比上年递增

30%，参展商数量达到200家，超

出上年 40%，展车总数达到 300
台，改装配件总数达到 500 多

种，观众数量突破60000人。

展会分设五大展区，分别为

国际改装品牌展区、商务定制改

装展区、越野皮卡改装展区、改

装零件用品展区和房车户外用

品展区。在国际改装品牌展区，

劳伦士、中航中振、泰卡特等众

多国际一线改装大牌重磅展出，

其中多款车型为国内首发，亮点

十足。随着高端商务定制市场近

几年的迅速增长，今年的RA汇

集了多家商务定制品牌及零部

件配套商，他们均推出系列主打

产品。其中，改装零部件达 500
多款，几乎涵盖改装全产业链。

越野皮卡改装展区颇受厂商关

注，展商数量比上届递增 30%，

展会现场，还召开了“中国越野

皮卡改装产业发展论坛”，国内

外 100 家越野皮卡改装企业参

与交流。

本届 RA 同时新设观众互

动区域，时代特惠、游艇会及

星尚电视举办多场观众互动

活动。

2015RA 联盟汽车改装行

业十大年度领军品牌颁奖典礼

在展会期间举行。劳伦士、中航

中振、金冠汽车、泰卡特、阿莫

迪罗、车质尚、我爱酷车、酷车

小镇、运良和 T-MAX 分获十

大奖项。

展览一部 崔昂/文

10 月 15 日，第十六届中国

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杭州

车展）在杭州市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开幕。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致贺词

并宣布车展开幕。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宏祥、

中共拱墅区委书记许明分别致

欢迎词和开幕词。

延续惯例，本届车展仍然分

两季举办，第一季 10月 15日至

10 月 19 日，参展品牌以日韩合

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为主；第

二季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参

展品牌以欧美合资品牌、高端进

口品牌和新能源汽车为主。

本届车展总展览规模达16
万平米，两季室内、室外展区共

汇聚了近 90个乘用车及商用车

品牌，有 2500 余款展示和销售

车辆亮相，首发新车达 30多款,
如东风日产全新逍客、广汽丰田

雷凌双擎混合动力、英菲尼迪

QX70绝影版、林肯MKX、长安

福特金牛座、斯柯达新速派、奔

驰GLE等。

本届车展围

绕“休闲·环保·

安全”的主题，继

续以“打造东方日

内瓦车展”为发展

定位，全面提升展

会与互联网的融

合。今年展会在使

用常规的电子门

禁检票系统的基

础上，首次针对车

展官方微信用户

启用互联网二维

码电子门票服务，并且启用“掌

上同步观展”功能,即开通展馆

导航功能，观众通过手机关注微

信，就可以轻松检索到参展品牌

具体位置及相关信息。

开幕活动结束后，中汽国际

的张福生董事长、韩晓军总经

理、温忆梅副总经理、赵海明专

务、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

专家委员陈光祖、杭州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产业处处

长魏兆宏等领导共同参观了本

届车展。 郭未璇/文

第十六届杭州车展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汽车进入定制时代——第十一届RA上海国际汽车定制改装博览会举办

第十五届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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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烟台车展

9．16 柳州汽博会
9. 18 盐城汽博会

9. 21 包头车展
9. 30 呼市汽车文化节

10. 5 东莞国际车展
10. 9 RA改博会

10. 15 杭州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