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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再创展销新纪录
7.5万平方米展出面积 160多家参展商 15万观众流量 2690台现场成交车辆

10月 4日，由中汽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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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共同主办，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九届广东国际汽车展

示交易会（以下简称“第九届东莞

车展”）圆满闭幕。

本届车展全新升级，在展出规

模、档次上都上了新台阶，展出面

积 75，000平方米，参展汽车品牌 57

个，参展商数量达 160多家，不仅各

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更为明年的

东莞国际车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新的 4000 平米 2 号展馆，超

级豪车、众多新款靓车，给前来参

观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仅6天时间，入场总人数达15万，现

场汽车成交量 2690台，意向成交客

户突破 5100人，刷新了九年来东莞

国际车展的历史记录并创新高。

“展销结合”特色凸显

2096 台现场成交量刷新历史记录

创新高

东莞车展一直以来都以“展销

结合”著称，今年的 60 周年国庆更

是给第九届车展带来了空前的喜

庆和人气，各项数据均创新高。

据车展组委会统计，6 天展期

内，入场总人数达 15 万，现场汽车

成交量 2690台，意向成交客户突破

5100 人，成交量是去年车展的 3 倍

多，刷新了东莞车展自举办以来的

历史纪录并创新高。

其中，豪华车方面，超人气的

雷克萨斯售出 130 台，宝马 120 台，

德国大众 55 台，奔驰超过 60 台，路

虎、捷豹、沃尔沃共售出 35台，凯迪

拉克、英菲尼迪、讴歌、进口起亚、

进口现代、斯巴鲁、进口三菱、雷诺

等都有优秀表现，均超过历届车展

成交量；合资品牌方面，东风日产

现场售车超过 609台，一汽丰田 430

台，广汽本田 153 台，上海大众 71

台，均是车展中的当红销售明星，

福特、东风本田、北京现代、东风悦

达起亚、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

都有惊人的销售业绩；民族自主品

牌方面，比亚迪 6 天共售出 500 多

台，吉利及旗下三品牌创超百台销

售业绩，不仅为该品牌创造了令人

惊喜的经济效益，更为本届东莞车

展锦上添花。

顶级品牌倍受青睐

法拉利、保时捷、悍马等百万豪车

车展热卖

本届车展上，悍马、法拉利、保

时捷等顶级豪车出尽风头，不仅成

为摄影镜头的焦点之一，更以 23台

的销量创造了超级豪车的销售奇

迹，令人为之惊叹。

据车展组委会统计，6天展期内，

148万的保时捷卡宴现场售出 9台，

近300万的悍马H200售出3台，150

万的悍马H2 售出3台，GMC 售出4

台、280多万的法拉利售出4台，上百

万豪车共销售 23台，总价值达 4100

万。除此之外，保时捷卡宴还有10多

个意向客户直接去深圳提车，法拉利

F430也受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青睐。

这些都再一次证明了东莞作为

中国“富豪隐身之地”的威名，更体

现了东莞车展作为顶尖级汽车展会

在华南地区的品牌影响力，东莞市

场顶级豪车的惊人消费潜力正得到

更多国际顶级豪车品牌的认可。

主力新车扎堆亮相

畅销车型吸引大众购买主力

在本届东莞车展上，除了耀眼

的豪车外，众多新车成了最值得炫

耀的主题。比亚迪G3、一汽奔腾新

B70、东风风神 S30、北京现代 I30、

吉利帝豪、天津一汽威姿 V1、夏利

N5、长城迷你 SUV 等都在现场举

行媒体新闻发布，精彩纷呈的现场

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很多车

型是首次亮相东莞。

此外还有全新索兰托、新奥

德赛、RAV4、荣威 750 风尚大师限

量版、名爵 MG7L 1.8T、新轩逸、

思铂睿、新领驭、Mazda6 睿翼、比

亚迪 S8、名驭、福瑞迪、瑞鹰炫彩

版、酷熊、长城炫丽 CVT 版、09 款

御 轩 等 新 车 也 在 车 展 上 一 一 亮

相。此外，卡罗拉、锐志、骊威、颐

达、骐达、新雅阁、思域、福克斯、

悦动、伊兰特、新飞度、比亚迪 F3、

MAZDA2、MAZDA6、朗逸、锐欧、

赛拉图、奇瑞等大众畅销车总展

出量达 800 多台，成为现场观众购

买的主力车型。

二号展馆广受好评

明年展会将有新的突破

今年首次启用的二号展馆无

疑是本届东莞车展吸引人气的焦

点之一。4000平方米的展馆内，囊

括了整车、汽车用品和媒体等众多

展位，人气火爆，好评如潮，开启了

东莞车展规模全新升级的新阶段。

目前，所有二号馆参展品牌均

表示明年将扩大参展规模，很多没

有参展的品牌也表示要加入二号

馆的参展阵容，明年该馆的搭建面

积将有新的突破。

车展组委会也将按高规格专

业展览的标准搭建二号馆，电力、

空调设备一应俱全，同时实行免门

票制，让前来参观车展的观众都有

机会直接进入参观，使其成为东莞

车展独具魅力的特色馆和人气馆。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车展文化内涵不断提升

除了不断传承“展销结合”的

特色，东莞车展主办方还一直致力

于丰富展会的配套活动，提升展会

的文化内涵，使其真正成为广大观

众的汽车嘉年华。

今年的车展首次举办了卡丁

车飞车王挑战赛，受到了广大车迷

的热情追捧。自 8月份活动启动以

来，市民热切关注，纷纷踊跃报名

参加。10月 1日，在媒体、车迷的见

证下东莞首个卡丁车飞车王诞生，

市民还近距离观看到珠海国际赛

车场试车手的精彩表演。

其他传统活动也都成功举办，

共同为东莞车展增光添彩。“2009

东莞车展年度最佳车型评选”为消

费者推介热点畅销车型，对参展商

进行品牌宣传，得到了网友和参展

商的大力支持；“第三届汽车文化

摄影大赛”受到了摄影爱好者的

拥护，报名人数超过 600 人，拍摄

的优秀作品也得到了广东省内摄

影专业人士的赞赏；“金牌车型评

选活动”与南方都市报通力合作，

为东莞汽车行业的和谐发展尽责

尽力。

完善服务力求完美

出色的组织服务受到展商、观众赞许

“服务立展”一直是中汽国际

展览业务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展

会品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届东莞车展更是打出了“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的口号，在服务方面

力求完美。

本届车展中，主场搭建、电力、

保安、清洁等相关工作人员恪尽职

守，遇到问题及时协调，在确保沟

通顺畅的前提下，保障了车展的顺

利进行，尤其是在今年新增 2 号馆

的情况下，电力供应、现场清洁和

车辆流通都表现良好，让观众在安

全、清新的环境下欣赏到了一个绚

丽多彩的汽车盛宴，为第九届东莞

车展添上了完美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 10 月 1 日下

午，约 4万观众到场参观，车展现场

门禁系统受到严峻考验，组委会所

有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疏导服务，保

证了门禁现场的有序、顺畅。整个

现场在组委会、安保及交警的配合

下通畅有序，没有车辆阻塞、滞留

现象出现。

此外，《参观指南》、南方都市

报《车展特刊》、网络直播、序厅信

息总汇等一目了然，让观众能在入

场的第一时间了解车展信息。

展商抢订下届展位

第十届展会将以更高姿态亮相

“莞人为车狂”不仅让车展现

场气氛火爆，同时也让广大参展

商看到了东莞车展的无尽魅力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本届车展的观

众参观人数、参展汽车销量、订车

意向客户数量都大大超过展商预

期，大部分展商都临时增派现场

工作人员，要求组委会延长下午

闭馆时间。

展商们对本届展会的组织工

作、现场服务工作、媒体宣传工作、

主题活动感到十分满意，纷纷表示

东莞车展体现出了成熟专业的办

展水平。

展会还未结束，多数展商已经

开始征询下届车展的招商政策，预

订明年车展展位，并增加展台面

积。据初步了解，德国大众、奔驰、

宝马、雷克萨斯、英菲尼迪、凯迪拉

克、讴歌等国际一线品牌在展会现

场当即预订下明年展会 600平米的

展出面积；豪华奢侈汽车品牌更是

希望明年车展能“抢”个好位置，继

续上演在东莞车展的豪车销售奇

迹；进口起亚、上海大众、一汽丰

田、斯巴鲁、广州本田、东风日产、

奇瑞、吉利等参展商纷纷向组委会

预订明年展位，中汽南方、比亚迪

更是希望增加展台面积，以更高的

姿态亮相第十届东莞车展。

乘势而上，顺势而为。2010年，

东莞车展将迎来十周年，展会主办

方将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加周到细致

的服务，努力提升车展的规模和档

次，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进一步扩

大东莞车展的品牌影响力，给展商、

观众、媒体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刘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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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万平方米展出面积 160多家参展商 15万观众流量 2690台现场成交车辆

10月 4日，由中汽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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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共同主办，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九届广东国际汽车展

示交易会（以下简称“第九届东莞

车展”）圆满闭幕。

本届车展全新升级，在展出规

模、档次上都上了新台阶，展出面

积 75，000平方米，参展汽车品牌 57

个，参展商数量达 160多家，不仅各

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更为明年的

东莞国际车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新的 4000 平米 2 号展馆，超

级豪车、众多新款靓车，给前来参

观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仅6天时间，入场总人数达15万，现

场汽车成交量 2690台，意向成交客

户突破 5100人，刷新了九年来东莞

国际车展的历史记录并创新高。

“展销结合”特色凸显

2096 台现场成交量刷新历史记录

创新高

东莞车展一直以来都以“展销

结合”著称，今年的 60 周年国庆更

是给第九届车展带来了空前的喜

庆和人气，各项数据均创新高。

据车展组委会统计，6 天展期

内，入场总人数达 15 万，现场汽车

成交量 2690台，意向成交客户突破

5100 人，成交量是去年车展的 3 倍

多，刷新了东莞车展自举办以来的

历史纪录并创新高。

其中，豪华车方面，超人气的

雷克萨斯售出 130 台，宝马 120 台，

德国大众 55 台，奔驰超过 60 台，路

虎、捷豹、沃尔沃共售出 35台，凯迪

拉克、英菲尼迪、讴歌、进口起亚、

进口现代、斯巴鲁、进口三菱、雷诺

等都有优秀表现，均超过历届车展

成交量；合资品牌方面，东风日产

现场售车超过 609台，一汽丰田 430

台，广汽本田 153 台，上海大众 71

台，均是车展中的当红销售明星，

福特、东风本田、北京现代、东风悦

达起亚、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

都有惊人的销售业绩；民族自主品

牌方面，比亚迪 6 天共售出 500 多

台，吉利及旗下三品牌创超百台销

售业绩，不仅为该品牌创造了令人

惊喜的经济效益，更为本届东莞车

展锦上添花。

顶级品牌倍受青睐

法拉利、保时捷、悍马等百万豪车

车展热卖

本届车展上，悍马、法拉利、保

时捷等顶级豪车出尽风头，不仅成

为摄影镜头的焦点之一，更以 23台

的销量创造了超级豪车的销售奇

迹，令人为之惊叹。

据车展组委会统计，6天展期内，

148万的保时捷卡宴现场售出 9台，

近300万的悍马H200售出3台，150

万的悍马H2 售出3台，GMC 售出4

台、280多万的法拉利售出4台，上百

万豪车共销售 23台，总价值达 4100

万。除此之外，保时捷卡宴还有10多

个意向客户直接去深圳提车，法拉利

F430也受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青睐。

这些都再一次证明了东莞作为

中国“富豪隐身之地”的威名，更体

现了东莞车展作为顶尖级汽车展会

在华南地区的品牌影响力，东莞市

场顶级豪车的惊人消费潜力正得到

更多国际顶级豪车品牌的认可。

主力新车扎堆亮相

畅销车型吸引大众购买主力

在本届东莞车展上，除了耀眼

的豪车外，众多新车成了最值得炫

耀的主题。比亚迪G3、一汽奔腾新

B70、东风风神 S30、北京现代 I30、

吉利帝豪、天津一汽威姿 V1、夏利

N5、长城迷你 SUV 等都在现场举

行媒体新闻发布，精彩纷呈的现场

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很多车

型是首次亮相东莞。

此外还有全新索兰托、新奥

德赛、RAV4、荣威 750 风尚大师限

量版、名爵 MG7L 1.8T、新轩逸、

思铂睿、新领驭、Mazda6 睿翼、比

亚迪 S8、名驭、福瑞迪、瑞鹰炫彩

版、酷熊、长城炫丽 CVT 版、09 款

御 轩 等 新 车 也 在 车 展 上 一 一 亮

相。此外，卡罗拉、锐志、骊威、颐

达、骐达、新雅阁、思域、福克斯、

悦动、伊兰特、新飞度、比亚迪 F3、

MAZDA2、MAZDA6、朗逸、锐欧、

赛拉图、奇瑞等大众畅销车总展

出量达 800 多台，成为现场观众购

买的主力车型。

二号展馆广受好评

明年展会将有新的突破

今年首次启用的二号展馆无

疑是本届东莞车展吸引人气的焦

点之一。4000平方米的展馆内，囊

括了整车、汽车用品和媒体等众多

展位，人气火爆，好评如潮，开启了

东莞车展规模全新升级的新阶段。

目前，所有二号馆参展品牌均

表示明年将扩大参展规模，很多没

有参展的品牌也表示要加入二号

馆的参展阵容，明年该馆的搭建面

积将有新的突破。

车展组委会也将按高规格专

业展览的标准搭建二号馆，电力、

空调设备一应俱全，同时实行免门

票制，让前来参观车展的观众都有

机会直接进入参观，使其成为东莞

车展独具魅力的特色馆和人气馆。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车展文化内涵不断提升

除了不断传承“展销结合”的

特色，东莞车展主办方还一直致力

于丰富展会的配套活动，提升展会

的文化内涵，使其真正成为广大观

众的汽车嘉年华。

今年的车展首次举办了卡丁

车飞车王挑战赛，受到了广大车迷

的热情追捧。自 8月份活动启动以

来，市民热切关注，纷纷踊跃报名

参加。10月 1日，在媒体、车迷的见

证下东莞首个卡丁车飞车王诞生，

市民还近距离观看到珠海国际赛

车场试车手的精彩表演。

其他传统活动也都成功举办，

共同为东莞车展增光添彩。“2009

东莞车展年度最佳车型评选”为消

费者推介热点畅销车型，对参展商

进行品牌宣传，得到了网友和参展

商的大力支持；“第三届汽车文化

摄影大赛”受到了摄影爱好者的

拥护，报名人数超过 600 人，拍摄

的优秀作品也得到了广东省内摄

影专业人士的赞赏；“金牌车型评

选活动”与南方都市报通力合作，

为东莞汽车行业的和谐发展尽责

尽力。

完善服务力求完美

出色的组织服务受到展商、观众赞许

“服务立展”一直是中汽国际

展览业务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展

会品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届东莞车展更是打出了“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的口号，在服务方面

力求完美。

本届车展中，主场搭建、电力、

保安、清洁等相关工作人员恪尽职

守，遇到问题及时协调，在确保沟

通顺畅的前提下，保障了车展的顺

利进行，尤其是在今年新增 2 号馆

的情况下，电力供应、现场清洁和

车辆流通都表现良好，让观众在安

全、清新的环境下欣赏到了一个绚

丽多彩的汽车盛宴，为第九届东莞

车展添上了完美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 10 月 1 日下

午，约 4万观众到场参观，车展现场

门禁系统受到严峻考验，组委会所

有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疏导服务，保

证了门禁现场的有序、顺畅。整个

现场在组委会、安保及交警的配合

下通畅有序，没有车辆阻塞、滞留

现象出现。

此外，《参观指南》、南方都市

报《车展特刊》、网络直播、序厅信

息总汇等一目了然，让观众能在入

场的第一时间了解车展信息。

展商抢订下届展位

第十届展会将以更高姿态亮相

“莞人为车狂”不仅让车展现

场气氛火爆，同时也让广大参展

商看到了东莞车展的无尽魅力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本届车展的观

众参观人数、参展汽车销量、订车

意向客户数量都大大超过展商预

期，大部分展商都临时增派现场

工作人员，要求组委会延长下午

闭馆时间。

展商们对本届展会的组织工

作、现场服务工作、媒体宣传工作、

主题活动感到十分满意，纷纷表示

东莞车展体现出了成熟专业的办

展水平。

展会还未结束，多数展商已经

开始征询下届车展的招商政策，预

订明年车展展位，并增加展台面

积。据初步了解，德国大众、奔驰、

宝马、雷克萨斯、英菲尼迪、凯迪拉

克、讴歌等国际一线品牌在展会现

场当即预订下明年展会 600平米的

展出面积；豪华奢侈汽车品牌更是

希望明年车展能“抢”个好位置，继

续上演在东莞车展的豪车销售奇

迹；进口起亚、上海大众、一汽丰

田、斯巴鲁、广州本田、东风日产、

奇瑞、吉利等参展商纷纷向组委会

预订明年展位，中汽南方、比亚迪

更是希望增加展台面积，以更高的

姿态亮相第十届东莞车展。

乘势而上，顺势而为。2010年，

东莞车展将迎来十周年，展会主办

方将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加周到细致

的服务，努力提升车展的规模和档

次，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进一步扩

大东莞车展的品牌影响力，给展商、

观众、媒体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刘超/文

东莞车展历届展会数据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参观人数(万人次)

10.2

10.9

11

13

15.3

15.6

展出面积（万平方米）

5.6

6

6.1

6.5

6.5

6.5

现场成交数量（台）

557

598

612

632

895

856

意向与现场订车（台）

986

1077

1100

1205

2600

3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