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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11 月，南昌车市奏响强音。

2009第四届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以

下简称“南昌车展”）在南昌国际展览

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由南昌市人民政府和

中汽国际共同主办，南昌市汽车行业

协会协办，中汽国际所属中汽尚格展

览公司和江南都市报承办。

自2006年落户南昌以来，南昌车

展一直担负着推动地区汽车和车展

行业发展的重任。此次的 2009 第四

届南昌车展以“联合就是力量 主流引

领未来”为主题，旨在为广大汽车经

销商打造一个“强大的汽车营销平

台”，为南昌乃至江西省汽车行业打

造集展示、交流、贸易与合作于一体

的新平台。

在各方的努力下，南昌车展不负

众望，完美落幕。

“南昌国际车展经过几年的精心

运作，已经成为江西地区车展的第一

品牌。”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中国

汽车市场至关重要，已成为国外各大

汽车厂商的“必争之地”，而中部地区

市场又成为这“必争之地”的重中之

重。经过前三届的成功积累与沉淀，

南昌车展已然成为江西地区最具规

模、最具影响力、最受追捧的车坛盛

事，得到中外汽车行业的积极参与和

支持。

某汽车集团的负责人说，“南昌

国际车展经过几年的精心运作，已经

成为江西地区车展的第一品牌。它

不仅仅是一个销售车辆、展示形象的

平台，也是同行之间相互学习先进经

验，捕捉市场动态，收集市场信息的

平台。这些都可以让商家更贴切地

了解行业动态，把握行业动向，及时

调整自身的营销策略。”

基于此，第四届南昌车展从招展

阶段就显现出强大的号召力。

据了解，展招展工作启动仅短短

1 个多月时间，三个室内展馆已被抢

订一空，还有不少品牌没有订到合适

的位置，这在南昌车展的历史上是空

前的。

各大参展厂商也是积极备战。

奔驰、奥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德

国大众等诸多进口品牌高调“亮剑”，

携旗下明星车型进行全角度展示。

而占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主导地

位的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也将南昌

车展作为崭露头角、开疆拓土的焦

点，力争在这个舞台上有所斩获。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一汽丰田、上海大

众、上海通用别克、奇瑞、比亚迪、江

淮等众多合资及自主品牌纷纷携新

车亮相洪城。

“今年的南昌国际车展与去年相

比，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的盛会。”

国内外汽车品牌的热情参与，让

本届南昌车展的规模和层次实现了

历史性的跨越。为了满足广大参展

商的需求，主办方启用了南昌国际展

览中心三大室内整车展区和室外展

区，总展览面积超过 5 万平方米。展

示范围涉及各类汽车(乘用车、商用

车、房车、清洁燃料汽车、电动汽车、

专用车及特种车等)，汽车零部件，汽

车养护用品及汽车内饰件，汽车轮

胎、橡胶塑件，汽车工业环保技术、新

设备、新产品，汽车维修、保养设备，

汽车工业新能源、新技术、新设备、新

产品及新工艺等，参展企业 100 多

家。“今年的南昌国际车展与去年相

比，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的盛会。”展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其中，整车展示无疑是最吸引广

大观众的部分。在今年的南昌车展

上，宾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奔

驰房车、雷克萨斯、沃尔沃、德国大

众、上海大众、奥迪、东风日产、东风

悦达起亚、东风本田、进口起亚、广

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田、

东风雪铁龙、上汽荣威、名爵、别克、

雪佛兰、北京现代、东风标致、奇瑞、

比亚迪、吉利、中华、斯柯达、青年莲

花、东风风神、一汽马自达、华泰现

代等 40 多个汽车品牌登台亮相，展

出整车 500 多辆，车型 300 余款。值

得一提的是，90%以上的汽车品牌由

厂方参与展出。

“本届车展我们仍然坚持国际化

办展理念，进一步提升车展的国际化

品质。”

参展商高涨的热情和各界广泛

的关注，也给展会的组织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今年，南昌车展的组织者

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展会的品质。

“本届车展我们仍然坚持国际

化办展理念，进一步提升车展的国

际化品质，大力支持国际顶尖品牌

的积极参与，以前所未有的超豪华阵

容亮相车展。”南昌车展组委会一位

负责人说。

凭借主办方中汽国际在汽车展

览行业中的强大市场号召力和丰富

的企业资源，今年的南昌车展再次邀

请多个世界顶级品牌参展。宾利欧

陆 飞 驰 、宾 利 欧 陆 GT、凯 迪 拉 克

CTS、奔驰全系车型，这些成了车展

现场最亮丽的风景。

除了世界知名品牌的参与，汽车

文化活动已成为汽车展会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本届南昌车展上，组委

会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联合南昌各

大主流媒体，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

的汽车文化活动：汽车模特大赛、汽

车摄影大赛、汽车彩绘演绎大赛、汽

车之星挑战赛、汽车特技表演、炫酷

地带歌舞表演、汽车广告语征集、百

年汽车历史图片展播等，将车展打造

成为南昌车迷的节日和购车者的乐

园。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也使南昌

车展“汽车交易”和“汽车文化展示”

的双重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同时，南昌乃至江西地区最强势

的主流媒体——江南都市报的加盟，

展馆软硬件设施的完备，也为今年的

南昌车展增添了新的竞争力。

4天展期内，看展观众超过20万

人次，现场成交量更是创下了3528

辆的好成绩。

良好的展会品质和参展商丰富

多彩的促销活动，点燃了江西观众的

热情。4 天展期内，看展观众超过 20

万人次，现场成交量更是创下了3528

辆的好成绩。

今年，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国

产自主品牌增加了参展面积，充分

展示了品牌实力，抢占了车市销售

先机。据比亚迪相关负责人透露，

此次车展比亚迪的成交量已超 500

台。国产自主品牌的力量已经不容

小觑，市场份额迅速高涨，形势一片

大好。

高端豪华品牌也大受青睐。其

中，奔驰在车展 4 天期间现场订购量

就高达60多台，宾利展台也迎来神秘

买家。此外，沃尔沃、奥迪、雷克萨

斯、德国大众等众多豪华车品牌在车

展期间也收获不菲。

参展的汽车厂商纷纷表示本届

车展的举办给江西车市带来了销售

火爆的福音，为下半年的江西车市注

入了一股暖流。

本届南昌车展得到了省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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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各省市看展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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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万人。全国的主流媒体、省市的本土

媒体也纷纷到场助阵，对本届车展给

予关注和报道。

南昌车展 打造江西第一汽车营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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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 11 月，南昌车市奏响强音。

2009第四届南昌国际汽车展览会（以

下简称“南昌车展”）在南昌国际展览

中心拉开帷幕。

本届展会由南昌市人民政府和

中汽国际共同主办，南昌市汽车行业

协会协办，中汽国际所属中汽尚格展

览公司和江南都市报承办。

自2006年落户南昌以来，南昌车

展一直担负着推动地区汽车和车展

行业发展的重任。此次的 2009 第四

届南昌车展以“联合就是力量 主流引

领未来”为主题，旨在为广大汽车经

销商打造一个“强大的汽车营销平

台”，为南昌乃至江西省汽车行业打

造集展示、交流、贸易与合作于一体

的新平台。

在各方的努力下，南昌车展不负

众望，完美落幕。

“南昌国际车展经过几年的精心

运作，已经成为江西地区车展的第一

品牌。”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中国

汽车市场至关重要，已成为国外各大

汽车厂商的“必争之地”，而中部地区

市场又成为这“必争之地”的重中之

重。经过前三届的成功积累与沉淀，

南昌车展已然成为江西地区最具规

模、最具影响力、最受追捧的车坛盛

事，得到中外汽车行业的积极参与和

支持。

某汽车集团的负责人说，“南昌

国际车展经过几年的精心运作，已经

成为江西地区车展的第一品牌。它

不仅仅是一个销售车辆、展示形象的

平台，也是同行之间相互学习先进经

验，捕捉市场动态，收集市场信息的

平台。这些都可以让商家更贴切地

了解行业动态，把握行业动向，及时

调整自身的营销策略。”

基于此，第四届南昌车展从招展

阶段就显现出强大的号召力。

据了解，展招展工作启动仅短短

1 个多月时间，三个室内展馆已被抢

订一空，还有不少品牌没有订到合适

的位置，这在南昌车展的历史上是空

前的。

各大参展厂商也是积极备战。

奔驰、奥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德

国大众等诸多进口品牌高调“亮剑”，

携旗下明星车型进行全角度展示。

而占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主导地

位的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也将南昌

车展作为崭露头角、开疆拓土的焦

点，力争在这个舞台上有所斩获。东

风日产、东风本田、一汽丰田、上海大

众、上海通用别克、奇瑞、比亚迪、江

淮等众多合资及自主品牌纷纷携新

车亮相洪城。

“今年的南昌国际车展与去年相

比，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的盛会。”

国内外汽车品牌的热情参与，让

本届南昌车展的规模和层次实现了

历史性的跨越。为了满足广大参展

商的需求，主办方启用了南昌国际展

览中心三大室内整车展区和室外展

区，总展览面积超过 5 万平方米。展

示范围涉及各类汽车(乘用车、商用

车、房车、清洁燃料汽车、电动汽车、

专用车及特种车等)，汽车零部件，汽

车养护用品及汽车内饰件，汽车轮

胎、橡胶塑件，汽车工业环保技术、新

设备、新产品，汽车维修、保养设备，

汽车工业新能源、新技术、新设备、新

产品及新工艺等，参展企业 100 多

家。“今年的南昌国际车展与去年相

比，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的盛会。”展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其中，整车展示无疑是最吸引广

大观众的部分。在今年的南昌车展

上，宾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奔

驰房车、雷克萨斯、沃尔沃、德国大

众、上海大众、奥迪、东风日产、东风

悦达起亚、东风本田、进口起亚、广

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田、

东风雪铁龙、上汽荣威、名爵、别克、

雪佛兰、北京现代、东风标致、奇瑞、

比亚迪、吉利、中华、斯柯达、青年莲

花、东风风神、一汽马自达、华泰现

代等 40 多个汽车品牌登台亮相，展

出整车 500 多辆，车型 300 余款。值

得一提的是，90%以上的汽车品牌由

厂方参与展出。

“本届车展我们仍然坚持国际化

办展理念，进一步提升车展的国际化

品质。”

参展商高涨的热情和各界广泛

的关注，也给展会的组织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今年，南昌车展的组织者

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展会的品质。

“本届车展我们仍然坚持国际

化办展理念，进一步提升车展的国

际化品质，大力支持国际顶尖品牌

的积极参与，以前所未有的超豪华阵

容亮相车展。”南昌车展组委会一位

负责人说。

凭借主办方中汽国际在汽车展

览行业中的强大市场号召力和丰富

的企业资源，今年的南昌车展再次邀

请多个世界顶级品牌参展。宾利欧

陆 飞 驰 、宾 利 欧 陆 GT、凯 迪 拉 克

CTS、奔驰全系车型，这些成了车展

现场最亮丽的风景。

除了世界知名品牌的参与，汽车

文化活动已成为汽车展会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本届南昌车展上，组委

会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联合南昌各

大主流媒体，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

的汽车文化活动：汽车模特大赛、汽

车摄影大赛、汽车彩绘演绎大赛、汽

车之星挑战赛、汽车特技表演、炫酷

地带歌舞表演、汽车广告语征集、百

年汽车历史图片展播等，将车展打造

成为南昌车迷的节日和购车者的乐

园。广大观众的积极参与，也使南昌

车展“汽车交易”和“汽车文化展示”

的双重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同时，南昌乃至江西地区最强势

的主流媒体——江南都市报的加盟，

展馆软硬件设施的完备，也为今年的

南昌车展增添了新的竞争力。

4天展期内，看展观众超过20万

人次，现场成交量更是创下了3528

辆的好成绩。

良好的展会品质和参展商丰富

多彩的促销活动，点燃了江西观众的

热情。4 天展期内，看展观众超过 20

万人次，现场成交量更是创下了3528

辆的好成绩。

今年，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国

产自主品牌增加了参展面积，充分

展示了品牌实力，抢占了车市销售

先机。据比亚迪相关负责人透露，

此次车展比亚迪的成交量已超 500

台。国产自主品牌的力量已经不容

小觑，市场份额迅速高涨，形势一片

大好。

高端豪华品牌也大受青睐。其

中，奔驰在车展 4 天期间现场订购量

就高达60多台，宾利展台也迎来神秘

买家。此外，沃尔沃、奥迪、雷克萨

斯、德国大众等众多豪华车品牌在车

展期间也收获不菲。

参展的汽车厂商纷纷表示本届

车展的举办给江西车市带来了销售

火爆的福音，为下半年的江西车市注

入了一股暖流。

本届南昌车展得到了省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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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各省市看展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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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万人。全国的主流媒体、省市的本土

媒体也纷纷到场助阵，对本届车展给

予关注和报道。

南昌车展 打造江西第一汽车营销平台 南昌车展发展足迹链接

开拓2006
开拓江西，一炮打响红遍大江南北

在中汽国际总裁刘

敬桢的主导下，在南昌市

政府的支持下，首届南昌

车展旗开得胜，在江西地

区响起平地一声雷，赢得

大众的好评。新车亮相、

名车云集，香车美女等活

动丰富多彩，引来近 10

万人观展。首届车展展

出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

共计 30 多个汽车品牌，

参展车型近百款，初露锋

芒即一炮打响红遍大江

南北。

突破2007
突破往届，成江西车市“助推器”

经过首届的成功积

累与沉淀，南昌车展已

然成为江西地区最具规

模、最具影响力、最受追

捧的车坛盛事，担负着

推动汽车和车展行业发

展的重任。车展展出品

牌 40 余个，80%的厂方

参 展 ，200 多 辆 整 车 展

出，20 余款新车集体亮

相，达到国内一流车展

水平。展期看展观众超

10 万，现场预订 1027 台

车，2007 南昌车展突破

往 届 ，成 为 江 西 车 市

“助推器”。

辉煌2008
再创新高，市民热捧第一品牌车展

历经两届的沉淀，

南昌车展已经成为江西

地区最具规模、最具影

响力、最受观众追捧的

车坛盛事，在推动汽车

行业和汽车展发展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

届南昌车展参展面积已

达 30000 平方米，90%的

厂方参展，阵容强大创

历届新高，展期共计 15

万余人次参观，现场预

订 1137 台车，再次刷新

历史记录。

超越2009
超越以往，强强联合领跑江西车市

三届的历练，南昌

车展在磨砺中升华。本

届展会现场成交量创下

了 高 达 3528 辆 的 好 成

绩，看展观众超过 20 万

人次。资料显示，车展

启用了南昌国际展览中

心 50000 平米室内外场

地，90%以上汽车品牌及

厂方展具参展，汇聚了

100 余家汽车及零部件

厂商，展出整车 500 多

辆，车型 300 余款，品牌

40 多个，打造了一场规

模宏大的汽车品牌云集

的前沿展示销售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