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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至 6月 2日，

2009中国（南京）国际汽车

博览会（以下简称“南京车

展”）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隆重举行。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张九汉、江苏省国资委

副主任李琨、南京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陈刚、中

国汽车国际合作总公司

总裁刘敬桢、副总裁经

永建、党委副书记林海

临等领导先后参观了本

届车展。

展 会 以“ 打 造 汽 车

营销平台，打造汽车盛

宴”为主旨，同时引进了

新的营销模式，将静态

的展示与动态的试驾相

结合，将汽车展览与汽

车消费相结合，将汽车

展 览 与 汽 车 文 化 相 结

合，在为汽车厂商提供

展示、交易、交流的专业

平台的同时，也为市民

提供看车、选车、购车的

一条龙服务，让观众既

能品味车展，又能享受

到无比丰盛的汽车文化

大餐。

本届车展在推动南

京车市发展方面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相信南京

车市在本届车展的强力

推动下，将加快发展步

伐，继续开拓创新。车

展的主办承办方也将继

续打造高水准、大规模

的主流车展，为南京市

乃至华东区汽车厂商打

造强大的营销平台，为

广大市民打造实惠的购

车平台，助推南京车市

不断腾飞。

首届中国（南京）
国际汽车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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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日，为期 5天的“2009中国（南

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划下了圆满的句点。据统计，现场

看展观众超过 12万人次，现场成交量高

达 2016台，刷新了南京汽车类展会的销

售纪录。在车展现场“30 万购车现金

券”发放处，每天都挤满了购车者，其中

300名幸运购车主如愿以偿得到了组委

会发放的购车现金券补贴。

参展的汽车厂商纷纷表示本届新

南京车展的举办给车市带来了福音，为

沉寂已久的南京车市注入了一股暖流。

规模宏大 超强阵容绽光彩

据悉，本届车展是南京汽车展会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启用了南京国际博

览中心三个室内展馆及一万平米室外

广场，展出面积达40000余平米。

展会共展出整车 300 余辆，车型百

余款，40 多个汽车品牌云集于此。劳

斯莱斯、兰博基尼、悍马、凯迪拉克、宝

马、奔驰、斯巴鲁、捷豹、路虎、沃尔沃、

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日产、东风本田、

别克、雪佛兰、萨博、克莱斯勒、一汽奔

腾、比亚迪、广州本田、广汽丰田、名

爵、马自达、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上海

大众、东南三菱、道奇、斯柯达等均亮

相本届车展。

豪车云集 炫亮车展大舞台

在本届车展上，多款世界顶级名

牌首次亮相南京，成了车展现场最亮

丽的风景。绕场一周，顶级豪车随处

可见，随时随地震撼眼球：劳斯莱斯幻

影加长版隆重登场，引来众多观众一

睹其车界老大的风采；兰博基尼超跑

闪亮炫目，和劳斯莱斯相邻而立，气势

逼人，引来观众纷纷驻足；悍马系列齐

登场，黑白相间霸气十足；路虎也不甘

示弱，现场体验营带来看点十足的表

演……这些名车各显风采，在主流场

馆演绎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

俨然成了这场汽车盛宴的主菜，任凭

观众尽情享用。

名人老爷车 赚足观众关注度

在本届车展上，广大观众最为关注

的就是“名人老爷车团”。为了庆祝建

国 60周年，此次车展组委会特别展出了

毛主席、周总理等八大伟人的“座驾”，

演绎了一场“回归历史场景，感受伟人

事迹”的文化盛宴。

“老爷车”因其久远的年代和特殊

的历史背景历来倍受车迷朋友的关

注，同时也是国内外汽车收藏家们追

捧的热点。它不仅是汽车工业发展的

历史见证，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见证。

据组委会有关人员介绍，本次车

展老爷车均为年代久远且曾经辉煌

一时的经典老爷车，有的还陪伴过共

产党将领上阵抗战，每一款车都有着

不平凡的经历。毛主席终身座驾吉

斯 115、周总理的爱车红旗 CA-770、

刘 邓 大 军 作 战 指 挥 车 福 特 GPW、刘

伯承元帅专车吉姆、彭德怀元帅指挥

车嘎斯 69、中国制造阅兵式专用车上

海 敞 蓬 、陈 毅 将 军 公 务 用 车 伏 尔 加

M21、朱德同志座驾奔驰 280S 等名人

老爷车，均在本届车展上大放光彩，

让市民尽情回味汽车文化历史、感受

伟人坐驾风采。

30万购车现金券 车展现场一抢而空

车市回暖，车展先行。在这个“为

汽车商搭建直指销售的全新营销平台”

上，各展台频频传出喜讯，订单量与时

俱增。

记者了解到，本届车展组委会大手

笔发放的 30万“购车现金券”补贴，在短

短的展期内被一抢而空，每天咨询、报

名者络绎不绝。据悉，此举亦为全国首

例车展汽车购车补贴行为。

汽车厂商大联盟 年度优惠最实惠

据了解，本届车展汽车厂家与经

销商同上阵，带来了目前国内外各种

知名汽车品牌、热卖车型和全新上市

车型。除了厂商针对本届车展特定的

优惠政策外，经销商也给出了年度空

前的优惠幅度，双重优惠一降到底，汽

车厂商和众多经销商精诚一致，真心

实意让广大汽车消费者以最实惠的价

格把最心仪的爱车开回家。东风悦达

起亚多重好礼送不停，上海大众实惠

购车大让利，一汽奔腾有买有送，别

克、雪佛兰购车有礼，比亚迪现场购车

送礼砸金蛋等等，诸多优惠，齐聚车

展，让购车者应接不暇，惊喜连连，满

载而归。

多彩活动锦上添花 好戏连台激情互动

此次 2009新南京国际车展现场，车

展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除了组委会

和各单位联合举办的试乘试驾、评选活

动、汽车设计大赛、感悟老爷车历史活

动以及摄影大赛以外，各参展商也纷纷

穿插车模秀、现场体验营、舞蹈表演、现

场抽奖活动等烘托气氛。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全场人气最旺的模特选秀大赛，

靓丽的模特们通过服装和现场的表演

将自己对汽车文化的理解完全演绎，给

人以至真至美的享受，引来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组委会人员表示，这次车展的成

功举办是意料之中，但是场面之火爆

却是意料之外的。而现场观众则表

示，这次的南京国际车展的汽车文化

活动带给他们的是“新鲜”、“时尚”和

“大饱眼福”。

软硬件设施齐全 后勤服务传佳话

虽然车展气氛火爆，但现场井然有

序，观众纷纷排队入场。每个馆内都有

免费的茶水供观众和参展商饮用，并设

置了多处休闲区和餐饮区，在过道处也

设置了足够的桌椅供观众休息，十分人

性化。

许多观众和广大参展商对本次展

会的综合服务给予了一致好评，对展出

效果表示非常满意。

影响广泛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本届展会得到了省市政府、国内

外汽车厂商、汽车业界资深人士的高

度关注，车展组委会每天接待的国际

汽车公司的高层人士、省市企事业单

位团体、全国各地热心观众等看展人

群达几千人。国内主流媒体及省市本

土媒体也纷纷到场助阵，对本届车展

给予关注和报道。一时间，2009 南京

国际车展成为了南京市民津津乐道的

焦点话题。

开创南京车展新纪元
首届中国（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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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副省

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国家重要

创 新 基 地 ，区 域 现 代 服 务 中

心，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滨江生态宜居城市，长江三角

洲承东启西的国家重要中心

城市。

南京是中国重要的综合

性工业生产基地。南京的电

子、化工生产能力在国内城市

中居第二位，车辆制造规模居

第三位，机械制造业的技术、

规模居国内领先地位，家用电

器业、建材工业也都具有较大

规模。南京是华东地区重要

的交通、通讯枢纽，建立了全

方位、立体化、大运量的交通

运输网络，铁路、公路、水运、

空 运 、管 道 五 种 运 输 方 式 齐

全，拥有现代化的通讯体系。

南京是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

心城市之一，是全国重要的高

教、科研基地，拥有一批国内

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被

国家 9 个部委列为中国投资硬

环境“四十优”城市之一。先

后被评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五十强”第五名、国家园林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

科技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十佳城市、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城市、国家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试验区、国家科技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环境

保 护 和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等 称

号。南京地处辽阔的长江下

游平原，濒江近海，“黄金水

道”穿城而过，南京港作为天

然良港已成为远东内河第一

大港，城市发展也定位于江滨

港口城市，目前已成为中国东

部地区以电子、汽车、化工为

主导产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通讯中心。

南京在“2008 年福布斯中

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 100 强”

中排名第 4，位列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中国综合实力城市”

第 7 名，在长三角城市可持续

发展水平评估中排名第 2，赢

得了联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

奖和 2008 年度“中国人居环境

奖”，前不久成功获得“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又刚刚在“2009

年春节黄金周全国人气城市

排行榜”中被评为“出行人气

最旺的十大城市”第 6 位和“到

达人气最旺的十大城市”第 7

位，位居 2009 年中国最具教育

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

城市、中国最具教育发展力城

市行列。

华中车展武汉上演

五大亮点

6月 2日，为期 5天的“2009中国（南

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划下了圆满的句点。据统计，现场

看展观众超过 12万人次，现场成交量高

达 2016台，刷新了南京汽车类展会的销

售纪录。在车展现场“30 万购车现金

券”发放处，每天都挤满了购车者，其中

300名幸运购车主如愿以偿得到了组委

会发放的购车现金券补贴。

参展的汽车厂商纷纷表示本届新

南京车展的举办给车市带来了福音，为

沉寂已久的南京车市注入了一股暖流。

规模宏大 超强阵容绽光彩

据悉，本届车展是南京汽车展会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启用了南京国际博

览中心三个室内展馆及一万平米室外

广场，展出面积达40000余平米。

展会共展出整车 300 余辆，车型百

余款，40 多个汽车品牌云集于此。劳

斯莱斯、兰博基尼、悍马、凯迪拉克、宝

马、奔驰、斯巴鲁、捷豹、路虎、沃尔沃、

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日产、东风本田、

别克、雪佛兰、萨博、克莱斯勒、一汽奔

腾、比亚迪、广州本田、广汽丰田、名

爵、马自达、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上海

大众、东南三菱、道奇、斯柯达等均亮

相本届车展。

豪车云集 炫亮车展大舞台

在本届车展上，多款世界顶级名

牌首次亮相南京，成了车展现场最亮

丽的风景。绕场一周，顶级豪车随处

可见，随时随地震撼眼球：劳斯莱斯幻

影加长版隆重登场，引来众多观众一

睹其车界老大的风采；兰博基尼超跑

闪亮炫目，和劳斯莱斯相邻而立，气势

逼人，引来观众纷纷驻足；悍马系列齐

登场，黑白相间霸气十足；路虎也不甘

示弱，现场体验营带来看点十足的表

演……这些名车各显风采，在主流场

馆演绎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

俨然成了这场汽车盛宴的主菜，任凭

观众尽情享用。

名人老爷车 赚足观众关注度

在本届车展上，广大观众最为关注

的就是“名人老爷车团”。为了庆祝建

国 60周年，此次车展组委会特别展出了

毛主席、周总理等八大伟人的“座驾”，

演绎了一场“回归历史场景，感受伟人

事迹”的文化盛宴。

“老爷车”因其久远的年代和特殊

的历史背景历来倍受车迷朋友的关

注，同时也是国内外汽车收藏家们追

捧的热点。它不仅是汽车工业发展的

历史见证，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见证。

据组委会有关人员介绍，本次车

展老爷车均为年代久远且曾经辉煌

一时的经典老爷车，有的还陪伴过共

产党将领上阵抗战，每一款车都有着

不平凡的经历。毛主席终身座驾吉

斯 115、周总理的爱车红旗 CA-770、

刘 邓 大 军 作 战 指 挥 车 福 特 GPW、刘

伯承元帅专车吉姆、彭德怀元帅指挥

车嘎斯 69、中国制造阅兵式专用车上

海 敞 蓬 、陈 毅 将 军 公 务 用 车 伏 尔 加

M21、朱德同志座驾奔驰 280S 等名人

老爷车，均在本届车展上大放光彩，

让市民尽情回味汽车文化历史、感受

伟人坐驾风采。

30万购车现金券 车展现场一抢而空

车市回暖，车展先行。在这个“为

汽车商搭建直指销售的全新营销平台”

上，各展台频频传出喜讯，订单量与时

俱增。

记者了解到，本届车展组委会大手

笔发放的 30万“购车现金券”补贴，在短

短的展期内被一抢而空，每天咨询、报

名者络绎不绝。据悉，此举亦为全国首

例车展汽车购车补贴行为。

汽车厂商大联盟 年度优惠最实惠

据了解，本届车展汽车厂家与经

销商同上阵，带来了目前国内外各种

知名汽车品牌、热卖车型和全新上市

车型。除了厂商针对本届车展特定的

优惠政策外，经销商也给出了年度空

前的优惠幅度，双重优惠一降到底，汽

车厂商和众多经销商精诚一致，真心

实意让广大汽车消费者以最实惠的价

格把最心仪的爱车开回家。东风悦达

起亚多重好礼送不停，上海大众实惠

购车大让利，一汽奔腾有买有送，别

克、雪佛兰购车有礼，比亚迪现场购车

送礼砸金蛋等等，诸多优惠，齐聚车

展，让购车者应接不暇，惊喜连连，满

载而归。

多彩活动锦上添花 好戏连台激情互动

此次 2009新南京国际车展现场，车

展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除了组委会

和各单位联合举办的试乘试驾、评选活

动、汽车设计大赛、感悟老爷车历史活

动以及摄影大赛以外，各参展商也纷纷

穿插车模秀、现场体验营、舞蹈表演、现

场抽奖活动等烘托气氛。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全场人气最旺的模特选秀大赛，

靓丽的模特们通过服装和现场的表演

将自己对汽车文化的理解完全演绎，给

人以至真至美的享受，引来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组委会人员表示，这次车展的成

功举办是意料之中，但是场面之火爆

却是意料之外的。而现场观众则表

示，这次的南京国际车展的汽车文化

活动带给他们的是“新鲜”、“时尚”和

“大饱眼福”。

软硬件设施齐全 后勤服务传佳话

虽然车展气氛火爆，但现场井然有

序，观众纷纷排队入场。每个馆内都有

免费的茶水供观众和参展商饮用，并设

置了多处休闲区和餐饮区，在过道处也

设置了足够的桌椅供观众休息，十分人

性化。

许多观众和广大参展商对本次展

会的综合服务给予了一致好评，对展出

效果表示非常满意。

影响广泛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本届展会得到了省市政府、国内

外汽车厂商、汽车业界资深人士的高

度关注，车展组委会每天接待的国际

汽车公司的高层人士、省市企事业单

位团体、全国各地热心观众等看展人

群达几千人。国内主流媒体及省市本

土媒体也纷纷到场助阵，对本届车展

给予关注和报道。一时间，2009 南京

国际车展成为了南京市民津津乐道的

焦点话题。

开创南京车展新纪元
首届中国（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