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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价低原因之二：
厂家抢市场有特别政策

十余年车展打造“实惠”口碑——

消费者：购车就等大河车展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虽然大大小小的车
展，郑州每年也有不少，
但说实在的，我和我身边
的朋友买车，还是只认大
河车展，不为别的，就是
因为在这买车，能得到实
实在在的实惠。”去年在
大河车展上买车的郑州
市民郭先生说。很多有
经验的消费者知道，每次
大河车展都是汽车市场
价格走低的时候，所以，
买车，一定要把大河车展
作为参照才对。

事实上，每年大河车
展都是中原车市一年中
罕有的“价格低谷”。每
届车展结束后，车价都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涨，让
许多车展上没有出手的
消费者后悔不已。

“错过大河车展，就错过了一
年中最低的车价和最佳的购车时
机。”对于中原众多消费者而言，
在大河车展上买车才能“淘”到真
实惠，早已是人尽皆知。“大河车
展上销售人员的优惠报价都比之
前找熟人问的价格低，如果再在
车展上来回砍几次价，更是能拿
到出乎意料的低价。”

而错过车展购车的消费者更
有着深切的感受，“大河车展上没
有买车，车展结束后第二天车价

就开始上涨，之后车价更是一路
水涨船高，即便是再找熟人托关
系也拿不到车展的优惠价了。”

“我们卖车都有各种成本控
制，对于朋友或者熟人介绍的买
车客户，我也只能是在市场正常
价基础上再适当让出一些利
润。”不少4S店的总经理都表
示，“车市的价格因为受市场竞
争态势或厂家给予的政策等因
素影响，价格波动比较大，消费
者把握好购车时机享受的优惠

远比找关系买车实在，大河车展
上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一位合资品牌大区负责人
更是直言，“我们仔细对比了我
们品牌的价格曲线变化图，发现
一年价格的最低点不在六七月
的淡季，也不是年末冲量时，而
是每年的4月和9月两届大河车
展上。”虽然他们也不想如此，但
每年4月、9月的大河车展已经
令各大汽车品牌厂商，不得不在
这时做出最大的让利。

郑州一直都是全省车市价
格的“洼地”，比起地市的价格，
往往低少则上千元多则上万元，
因此，很多地市消费者都乐意到
郑州买车。但对于地市消费者
来说，又苦于对郑州人生地不
熟，逛4S店看车比价实在是费
时、费力。

“我也知道郑州的车价便
宜，只是咱在郑州没有熟人，去

哪看车买车都不知道，折腾一天
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合适的车。
身边朋友们都说可以趁着大河
车展时去郑州买车，不仅价格更
低，关键是想要啥车都有，一个
车展逛下来，肯定找到中意的
车。”对于家在平顶山的梁先生
来说，他仅通过电话询价就发
现，郑州的车价比他们当地便宜
不少，“要这样，肯定跑一趟郑州

更值得的，毕竟能省不少钱。”
“还是大河车展省时省力，

想买啥车到大河车展逛一下，就
知道了，价格更是不用说。”家在
焦作的张文华曾在大河车展上
买了辆福克斯，他经常跟身边的
朋友建议，买车直接去郑州大河
车展上，不仅能够抢到真实惠，
而且一天就能搞定，这对于地市
消费者来说太方便了。

那么，为何大河车展上的车
价会成为全年的最低点，车商又
为何愿意给出比平时优惠那么
多的低价呢？

“大河车展上车市中主流的
汽车品牌几乎都到场了，而且，
一个品牌往往少则三四家4S店
多则十来家经销商共同参展，竞
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一位
合资品牌车商坦言，车展上同一
级别可供选择的车型众多，再加

上同一品牌又有着数家经销商，
大家为了争抢客户，不得不竞相
杀价，“在车展上拼价格时，不是
说你想不想降价和降多少的问
题，而是你不得不降价。因为如
果你不拿出有力度的价格，就会
面临众多客户被别人抢走的被
动局面。”

车展上不同品牌或同一品
牌不同车商之间激烈的竞争，让
参展车商都不得不拿出了“最具

诚意”的价格。“大河车展上价格
经常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不
少大河车展的参展商更直言，他
们在车展前确定的优惠政策和
价格底线，往往在车展上迫于竞
争压力，在当时当刻重新调整政
策，车价也因此屡屡报出新低。

正因为如此，在大河车展
上，消费者只需到现场逛上一圈，
不需要找熟人托关系，便能轻松
拿到一个最实惠的购车价格。

当然，大河车展上仅靠汽车经
销商让利优惠，空间还是很有限
的，真正能够让每届大河车展都成
为当年中原车市的最佳购车时机，
是因为各汽车品牌大区甚至厂家
针对大河车展制定了特别的车展
政策。

“车展上如果只靠我们经销商
让利，力度肯定是有限的，毕竟经
销商实力有限，总不能为了卖车而
亏得太多。”北京现代汽车经销商
直言，每届车展时，区域都会给予
一些特别的车展政策支持，目的就
是要借着大河车展冲销量抢市场，

“有厂家给予政策促销，车展优惠
力度自然是大于平时。”

“车展上那么大的成交量，为
了抢订单、争客户，各品牌肯定都
是全力以赴。”在很多品牌厂商看
来，“大河车展上有大批真正有购
车需求的客户，价格放低后会促使
观望的客户出手购买，带来实际的
销量增长。”在去年秋季大河车展
上，东风标致从厂家争取到了100
台车展特供车，制定了特别给力的
优惠政策，其中标致301在车展上
报出了5.97万元的超低价，这也让
东风标致在车展上斩获了649台
订单的出色业绩。

正是因为汽车厂家和经销商
联合让利，令大河车展上优惠幅度
远超平时车商自己推出的促销力
度。这也使得大河车展往往成为
中原车市一年中罕有的“价格低
谷”。每届车展结束后，车价都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涨，让许多车展
上没有出手的消费者后悔不已。

车展上买车：比平时优惠太多

地市消费者：跑一趟也值得

车展价低原因之一：车商为抢客户竞相杀价

博越提前品鉴，CT6接受预订，凯翼首款SUV下线

多款实力新车提前关注
□记者 解元利 史歌 祁驿

吉利博越将在3月上市，凯迪拉克新美式旗舰轿车CT6抵郑接受预订，凯翼汽车首款SUV正式下线……
多款实力车型高调亮相，想在今年买车的您可以提前关注了。

1月31日，吉利博越首席体
验官品鉴会武汉站活动举行。
此次活动吸引了包括首席体验
官、吉利汽车新老用户，以及媒
体在内的数百人的踊跃参与。
据了解，吉利博越将在3月上市。

吉利博越是吉利汽车第三
代产品的重要战略SUV车系，
目前虽未正式上市，但已经以
其出色的外观、配置及动力表

现等赢得了超高的关注度，而
吉利也通过前期的品鉴活动充
分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吉
利汽车首开行业先河，以开放
心态拥抱消费者，通过这种互
动体验，让消费者参与到产品
的研发调研中，使其提前体验
和感受吉利博越，并征集消费
者意见，进一步完善产品品质。

吉利博越作为吉利汽车历时

三年多倾力打造的精品SUV，由
国际著名汽车设计大师彼得·霍
布里带领的国际化设计团队打
造，在设计上融合了中国国韵之
美与国际时尚潮流。为满足用户
对动力性或经济性不同的取向，
吉利博越提供了多样化的动力选
择，1.8TD发动机、2.0L自吸发动
机与6挡手动变速器、澳大利亚
DSI 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可形成

多种动力组合。其中，吉利博越
搭载的1.8TD发动机，是在博瑞
1.8TD“中国心2015年十佳发动
机”基础上升级的高功率版，最大
功率为135kW/5500rpm，最大
扭矩为285N·m/1500rpm，动
力强劲，性能卓越。该发动机为
吉利自主研发的成果，采用了国
际先进的九大关键技术，在国内
处于一流水平。

凯翼汽车首款SUV——凯
翼X3，近日在芜湖工厂正式下
线。凯翼X3是凯翼汽车推出
的第一款SUV车型，在丰富凯
翼汽车产品线的同时也是践行

凯翼智能互联产品理念的第一
款产品，标志着凯翼汽车打造
年轻人喜爱的智能互联汽车从
概念变成了现实。

下线仪式上凯翼汽车总经

理郑兆瑞表示，2016年凯翼汽
车全球首款众包车型将亮相北
京车展，计划于2018年推向市
场,或将命名为凯翼X5。凯翼
汽车未来将规划C系列、X系

列和V系列三条产品线，分别
对应轿车、SUV和MPV三个
市场，而智能互联产品理念将
贯穿未来所有产品。

“2015 年是开瑞汽车的
丰收之年，各车型总销量获
得了喜人的成绩，累计同比
增长高达 66%，远超行业水
平。”开瑞汽车相关负责人

近 日 表 示 ，销 量 的 持 续 攀
升，在印证企业高速成长以
及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
同时，还得益于开瑞丰富的
产品矩阵。

2015年，开瑞汽车共推出
4 大品类车型，涵盖微车、
MPV、SUV 和皮卡各细分市
场，改款和新增车型多达 11
款。其中，微客优优改款并新

增加长版，微货优劲改款单、双
排并增加加长版，发布皮卡新
车杰虎并推出汽油和柴油两个
品类。

新美式旗舰轿车凯迪拉克CT6
在深圳全国上市发布后，日前，这款
被誉为2016年“最值得期待新车”
已经热抵中原，并已在河南新凯迪、
河南金凯、河南旭龙凯威全面接受
预订。据悉，此次上市的凯迪拉克
CT6全系共有八款车型，搭配40T、
28T 两款高性能动力配置，售价
43.99万~81.88万元。

作为凯迪拉克的旗舰车型，
CT6不仅拥有传统豪华旗舰轿车上
诸多领先的科技配置，而且动力操
控、豪华配置、移动互联三大方面20
余项丰富的全系标准配置，全面提
升了大型豪华轿车豪华基准。全系
标配的亮点配置包括：11种混合材质
和通用专利技术打造的高强度、轻量
化车身；全系突破7秒的百公里加速
的动力配置；Brembo高性能刹车系
统；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Start/
Stop启停功能；以及星瀑式自适应
非直射型LED大灯、8英寸彩色液晶
仪表盘、10.2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
Bose高保真音响系统、Bose ANC
主动降噪静音技术、凯迪拉克CUE
移动互联体验、Apple CarPlay、安
吉星车载4G LTE 及原装集成车
载Wi-Fi（Car-Fi）服务等。

此外，凯迪拉克还为全新CT6
车主奉上“旗舰尊享礼遇”，包含：0
利率金融方案、旗舰置换补贴、五年
无忧养车方案、一键管家式安吉星
服务以及交车尊崇礼包等一系列购
车、用车组合解决方案。这些专属
礼遇为凯迪拉克CT6车主带来尊崇
无忧的新美式豪华服务体验，实现
豪华品牌服务上的全面升级。

吉利汽车：品鉴战略车型博越

凯迪拉克：
CT6抵郑接受预订

凯翼汽车：首款SUV正式下线

开瑞汽车：2015年销量同比增长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