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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
凯美瑞：2021款增配不增

价，少量2年0息名额；凯美瑞
双擎：电池“不限里程、不限年
限”无忧保障，少量2年0息名
额；汉兰达：23.98万起，首付5
万元起；威兰达：17.18万起，少
量2年0息名额；威兰达双擎：
电池“不限里程、不限年限”无
忧保障，少量 2年 0息名额；
C-HR：车展限时特惠 1.5 万
元，尊享5成首付1年0息；雷
凌：车展限量特价车 9.88 万
起，999元起即可提车；雷凌双
擎：电池“不限里程、不限年限”
无忧保障，999元起即可提车；
致炫/致炫X/致享：999元起即
可提车。

一汽丰田
亚洲狮：至高享2年0利

率，至高享3000元置换补贴；
即日起至4月30日预订亚洲
狮，并于5月31日前完成购车
即可获赠价值千元无忧保险基
金；现场预定可享每日50元等
待金（至高1000元）。

WEY
VV5 综合优惠 2 万元，

VV6综合优惠3万元，VV7综
合优惠3万元。1.车展期间9.9
元限时至高抵2000元购车补
贴。2.车展期间购VV5限时尊
享终身免费基础保养。3.5年/
15万公里超长质保，首任车主
发动机变速箱终身免费保修。

免保礼：VV5首任车主可
享终身免费保养；金融礼：0首
付/3年0利息等多种金融方案
可选；置换礼：VV6限时可抢
15000元置换换新券；无忧礼：
5年或15万公里超长质保，发
动机、变速箱终身免费保修。

广汽本田
全车系最高36期0利率，

万元首付，百万补贴，礼享不
停！

BEIIJNG
X710.49万-14.69万元，

0首付/0利息/0月供；终身免
费保养，终身免费质保；分期3
年0息、增换购补贴最高6000
元；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娱乐流
量两年免费不限流量。

X35.99万元起，车展购车
享万元钜惠（液晶电视+底盘
装甲+两年保养）；0首付/0利
息/0月供；享万元钜惠。

北汽越野
BJ40城市猎人版，车展直

降万元，升级360°高清全景
影像；分期2年免息或60期超
长金融方案，置换补贴最高
8000元；享2年免费保养。

BJ40刀锋英雄版，车展订
车赠送12000磅绞盘，动力总

成终身质保，分期2年免息或
60期超长金融方案，置换补贴
最高8000元。

BJ40雨林穿越版，订车送
车载电台礼包+户外旅行套
装；分期2年免息或60期超长
金 融 方 案 ，置 换 补 贴 最 高
15000元；享2年免费保养。

BJ80，订车送中国航天纪
念礼盒一套；分期2年免息或
60期超长金融方案，置换补贴
最高15000元；终身质保，终身
保养。

购买以上车型均可享受红
土沟越野小镇免费体验+俱乐
部全年户外穿越之旅。

领克
初次见面礼：每日前200

名留资客户可免费参与抽奖；
诚意下单礼：下单即可享受
3000元领克专属购车基金；购
车金融礼：至高可享受36期0
利息/超长60期贷款/购车0首
付；特殊津贴礼：符合大客户权
益用户可额外享3000元购车
基金；增购置换礼：增购可享
3000 元补贴/换购至高可享
4000元补贴；惊喜交车礼：购
买领克汽车任意车型均可享受
3980元购车大礼包；幸福传递
礼：领克车主介绍订车可获得
领克商城专属5000Co币；安
心购车礼：免费终身质保、免费
终身流量、免费道路救援；Co
客专项礼：购车用户定期享受
店内免费福利/走进千家店铺
可享专属折扣；商业互助礼：车
主可通过领克APP免费为自
己的事业打广告，满足领克业
务需求项目可直接与郑州领克
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名爵
领 航 ：置 换 补 贴 最 高

15000，终身免费基础保养、终
身免费基础流量；全新MG-
ZS：最高优惠 25000，车展限
量 99 台；第三代 MG6：直降
8000元，车展再补贴2000元，
另享万元超级权益包；全新
MG：现金优惠3000。

3亿红包大派送：全系车
型0利息0首付0月供，五年超
长贷；订车抽盲盒，神秘大奖拿
回家。

北京现代
厂家直补2000元消费券，

线上专享，赠送终身免费基础
保养服务，赠送交强险、商业险
（包含车损、50万三责险），至
高可享3年免息。

长城汽车
第三代哈弗H6，至高优惠

4000元；第二代哈弗H6，综合
至高优惠25000元；哈弗F7，
综合至高优惠25000元；哈弗
H6 国潮版，综合至高优惠
6000元；哈弗M6 PLUS，综合

至高优惠9000元；哈弗H9，综
合至高优惠33000元；哈弗初
恋，综合至高优惠6000元；哈
弗大狗，至高优惠2000元；长
城炮-越野皮卡，综合至高优
惠11000元；长城炮-商用皮
卡，综合至高优惠8000元；欧
拉白猫，最高综合钜惠13000
元；欧拉黑猫，最高综合钜惠
13000元。

吉利汽车
综合优惠至高45000元，

乐享终身免费保养。
帝豪S：4月26日前预订

帝豪S享5大礼包；豪越：首年
0月供5座/7座随心选，6000
元金融贴息至高6000元置换
补贴；ICON：36期0息至高贴
息10000元；博越亚运版：36
期0息，至高贴息7000元，至
高6000元置换补贴；嘉际：6
年 12次基础保养，至高贴息
8000元，至高6000元置换补
贴；新缤瑞：首付8000包牌贷，
至高贴息10000元；博瑞：购
车 享 15000 元 红 包 ，至 高
10000元金融补贴；帝豪：购车
享7折优惠36期0息；新帝豪
GS：购车享7折优惠，前6个月
0 月 供 36 期 0 息 ；远 景
X3PRO：1成首付，月供低至
19元；远景X3：享终生免费保
养，现金优惠至高5000元，日
供低至19元；远景X6：享终生
免费保养，日供低至32元，尊
享3000元置换补贴；星瑞：首
付33000包牌开回家，购车即
可享4年12万公里免费保养，
尊享6000元置换补贴；星越：
首付24000包牌开回家，现金
至高优惠15000元，购车即可
享4年12万公里免费保养；缤
越：首付21000包牌开回家，现
金优惠至高 8000 元，尊享
5000元置换补贴；帝豪GL：首
付16000包牌开回家，现金优
惠至高13000元，购车即可享
3年6次保养；博越PRO：首付
17000包牌开回家，现金优惠
至高20000元，尊享6000元置
换补贴。

比亚迪
汉DM：3年0息或5年超

长贷，首付15%起，至高贴息
20000 元 ；置 换 补 贴 最 高
20000元；首任个人车主三电
终身质保。汉EV：3年0息或
5年超长贷，首付15%起，至高
贴息20000元；置换补贴最高
20000元；首任个人车主三电
终身质保。唐DM：3年0息或
5年超长贷，首付15%起，至高
贴息29000元；置换补贴最高
20000元；首任个人车主三电
终身质保。宋Pro：综合优惠
至高20000元；最高置换补贴
5000 元；首付 20%起，纵享
12-60 期 0 息/低 息 。 宋
MAX：综合优惠至高 17500

元；最高置换补贴4000元；首
付20%起，纵享12-60期0息/
低 息 。 秦 Plus：首 付 低 至
15%，至高五年免息；最高置换
补贴6000元；首任个人车主三
电终身质保。

e2：首付15%起，3年0息
或5年超长贷，至高综合钜惠
10000元（现金优惠5000、金
融贴息 3500、1500元精品礼
包：太阳膜、脚垫），免费赠送充
电桩。宋经典：首付20%起，3
年0息或5年超长贷；至高综
合钜惠 22000 元（现金优惠
7000元、3年 6次保养4000、
置换补贴至高4000元、金融贴
息至高4000元、3000元精品
礼包：太阳膜、脚垫）。宋
PLUS：首付 20%起，3年 0息
或5年超长贷；至高综合钜惠
15000元（3年6次保养5000、
置换补贴至高6000元、金融贴
息4000元）。宋PLUS-DMi：
2年0息，首付40%起；置换补
贴至高6000元；首任个人车主
三电系统终身保修。

长安汽车
CS55PLUS：现 金 优 惠

8000元，至高金融补贴8000
元，至高置换补贴4000元，综
合优惠20000元；CS75PLUS：
现金优惠8000元，至高金融补
贴 9500 元，至高置换补贴
4000元，综合优惠21500元；
CS35PLUS：现金优惠 10000
元，至高金融补贴6000元，至
高置换补贴3000元，综合优惠
19000元；锐程CC：现金优惠
8000元，至高金融补贴8000
元，至高置换补贴4000元，综
合优惠20000元；逸动PLUS：
现金优惠10000元，至高金融
补贴 6500元，至高置换补贴
5000元，综合优惠21500元；
CS75：现金优惠24000元，至
高金融补贴6500元，至高置换
补贴6000元，综合优惠36500
元。

上汽大众
全系车型特惠劲享万元三

保礼包——保养礼包、延保礼
包、保险礼包。

新帕萨特：首付低至3.42
万起，日供低至108元起；原店
终身保养，5年或16万公里整
车质保，保险礼包——续保三
者 100万保费赠送。新帕萨
特 PHEV：首付低至 4.28 万
起，日供低至138元起；5年或
16万公里整车质保，保险礼包
——续保三者 100 万保费赠
送。新朗逸：首付低至1.88万
起，日供低至61元起。3年3
次基础保，3年七五折保值回
购，保险礼包——续保三者
100万保费赠送。新凌渡：首
付低至2.3万起，日供低至84
元起。3年3次基础保养，3年
七五折保值回购，保险礼包

——续保三者 100 万保费赠
送。新Polo：首付低至1.64万
起，日供低至53元起。威然：
首付低至5.8万起，日供低至
185元起。T-CROSS：首付低
至 2.06 万起，日供低至 82元
起；3年3次基础保养，5年或
16万公里整车质保，保险礼包
——续保三者 100 万保费赠
送。途观L：首付低至3.58万
起，日供低至113元起；3年3
次基础保养，5年或16万公里
整车质保，保险礼包——续保
三者 100万保费赠送。途观
LPHEV：首付低至4.72万起，
日供低至154元起；3年3次基
础保养，5年或16万公里整车
质保，保险礼包——续保三者
100万保费赠送。途观X：首
付低至 3.58 万起，日供低至
113元起。

更多优惠信息，可到车展
现场详探。

抢市场冲销量 厂商备下这些优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耿子腾

大河车展正式拉开大幕，各大参展厂商个个铆足了劲儿，备下多重购车优惠政策：万元现金优惠比比皆是、车
展限定特惠名额等你来抢，超低首付、万元置换补贴，不论是买新车还是换老车，优惠都是实实在在。

想看新车
快来踩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耿子腾

上汽大众：ID·4X
时间：4月8日上午10：30
展台：二层展馆A8

北京现代：第五代途胜L
时间：4月8日上午11：00
展台：二层展馆A22

奇瑞艾瑞泽：5PLUS
时间：4月8日上午11：00
展台：一层展馆C02

江铃福特：领裕
时间：4月9日上午 10：30
展台：二层展馆B30

一汽奔腾：T55
时间：4月10日上午10：40
展台：二层展馆B05

长安汽车：UNI-K
时间：4月10日上午10：00
展台：二层展馆A02

广汽埃安：AIONY
时间：4月10日上午11：00
展台：二层展馆A18-1

一汽丰田：亚洲狮
时间：4月10日下午3：00
展台：二层展馆A19

上汽大通Maxus：T90
时间：4月11日10：30
展台：一层展馆B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