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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
全新BMW 528Li 超长还款期限，首付20%

起，月供1888元“贷”走5系。

奥迪
1.凡在活动期间，订购任意车型均送超值礼包

（家庭礼盒装一套、专用超值皮制后备厢垫一副、抱
枕四件套、专用旅行背包1个）；置换国产车型，享
受厂家4年机油（35L），3+1年延保补贴 ；置换进口
车，享受25L机油，3+1年延保；同品牌置换，0元换
新，让你的二手车升级性价比，3年以内奥迪车置
换奥迪免1年折旧费。

2.凡是符合大用户政策客户均享受厂家政策
补贴最高补贴3万元，凡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均赠送
500元油漆券，凡购买进口车型前5名，享受厂家试
驾会9月23日—24日千岛湖2日游。

3. 活动期间，10块杭州牌照免费使用一年，先
到先得。

雷克萨斯
车展期间，订车客户送万元豪华大礼包，雷克

萨斯CT200h，首付50%或享0利率0月供；雷克萨
斯ES首付8.94万元起；雷克萨斯NX首付9.54万
元起；车展期间将提供3台特供车限时抢购，老客
户转介绍新客户成功购车，新老客户即享双重礼
遇，到店或展位享免费二手车评估，同品牌置换最
高享8000元现金补贴。

一汽大众
车展期间，购车即获500元电商代金券，部分

车型再赠限量定制登机箱，先到先得，更可参与幸
运大抽奖，全系升级增配，优惠高达3.7万元；金融
政策方面，全系车型2年零利率或高额置换任享其
一，部分车型可双享。

任意车型置换贴息双享，补贴高达2.45万元；
全系2年免息，老客户尊享3年免息，“0元换新
车”。购车即享额外贷款或置换支持，10月1日前
推荐客户成功购买嘉旅即得1000元维修保养抵用
券（新老客户各500元）。

广汽三菱
车展期间订购广汽三菱欧蓝德：享按揭尊享2

年0利息，置换可达4000元现金补贴，购车即送交强
险，还送50万元第三方责人险，再送5年免费机油，购
指定车型还有机会免费获赠千元内饰精品礼包。

订购广汽三菱全新劲炫即送5年免费保养，购
车继享购置税减半，置换可享2000元补贴，低首付
20%或3.5万元，5年10万公里超长保修。

东风标致
国庆提前放价，东风标致5008 购车送1万元

购置税，置换补贴最高1.4万元，全系车型按揭享免
息贷。

东风本田
车展期间，东风本田萧山百川店厂家特供特价

车混动思铂睿最高优惠5万元；第五代全新CRV
现已震撼上市，混动版即将登陆百川店；车展期间
订车，不仅有现金优惠和5888元订车大礼包一份，
更可抽取红包礼品，万元奖品等你来赢取；到展位
参加“车展预存享特供好礼”活动，活动期间订车成
功还可额外获得一年延保大礼。

别克
1.车展期间，全场订车送5000元超级礼包（贴

膜抵价券、交强险抵价券、全车水晶镀膜券、工时券
以及其他礼品）。

2.英朗车展特供版直降3.6万元，送导航、360
全景监控、行车记录仪等；全新一代君威无忧版，送
4年12万公里延长质保、1000元续保抵用券、36期
0利息；威朗车展特供版直降3.5万元，送导航、360
全景监控、行车记录仪等；昂科威车展特供版直降
4.6万元，送导航、360全景监控、行车记录仪、踏板
等；君越车展特供版直降4.6万元，送导航、360全
景监控、行车记录仪、原厂儿童安全座椅等；昂科拉
车展特供版直降3.9万元，送导航、360全景监控、
行车记录仪等。

长安马自达
先睹为快，第二代Mazda CX—5登陆萧山，

现场预定第二代Mazda CX—5抢杭州区域上市
会贵宾席位，享优先提车。

昂克赛拉首付1.99万元，送浙E牌照，最长3
年免息，CX—5断码清库，首付3.5万元，享2年24

期免息贷款 。

东风日产
买大车，送小车。车展期间订购指定版本获赠

“小车”一台；订指定车车型，大优惠外送1.2万元豪
华大礼一份；旧车评估并置换赠送1000元购车金。

北京现代（元通通达）
活动现场扫微信、拍现场照片转发朋友圈即送

礼品一份；车展期间每天前10位购精品车即送品
牌家电，送完即止。

活动现场订车客户砸金蛋，中奖率100%，大
奖可赢得双开门冰箱，还可抽取红包购车基金，最
高可赢取1000元大奖。车展期间现场10台特价
车限时抢购，老客户介绍新客户，成交送基本保养
1次。任意车型置换全新胜达最高享4万元置换补
贴，3年免息，省息高至3.5万元；订购第九代索纳
塔混合动力享5万元置换补贴，3年免息，省息高
至3万元。

上汽大众
车展期间，上汽大众全系内购价超强出击，到展

位客户均可参与幸运刮刮卡活动，最高可获得1000
元购车基金，现场订车参与砸金蛋，百分百中奖。

广联集团三品牌联动优惠（一汽丰田、
广汽传祺美锦店、广汽本田）

车展期间，到一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传祺三家
展位看车并登记有效信息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订车
可参与砸金蛋，并送千元爱车礼包。各种特价车型限
量供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购指定车型享零利率金
融优惠；老客户转介绍购车送保养礼券一份。

东风雪铁龙
全新爱丽舍车展特供，首付1.88万元起；C4世

嘉车展特供，直隆3.5万元，最高享3年7万元免费
贷；C3-XR车展特供8.88万元起售，最高享3年7
万元免费贷；全新C4L车展特供优惠1.7万元，首付
28888元起；第三代C5送全额购置税，送3年保养，
最高享2年12万元免费贷；C6置换享1万元现金
补贴，最高享3年12万元免费贷；驾享中高级SUV
天逸杭州首发，15.37万元起售。

东风悦达起亚
车展期间，至杭州德龙8号展位即可获赠精美

礼品一份；订购任意车型即可获赠15周年庆典礼
包一份；订购任意新车，礼交2000元定金赠15周
年超值礼包一份及进口高端料理机一台；定车之日
期算，每天送100公里油补，到提车当天止（最高45
天）；购车就有机会赢取工厂体验游；试驾或购车后
到相关网站发帖并选为精华帖，就可获得500元专
属礼包一份。

福特
车展期间，关注萧山万国福特微信并留下有效

信息即送精美礼品；车展期间来店试驾或试乘客户
即送精美帆布袋一个；车展期间订车即可参与砸金
蛋活动，精品车送全车贴膜，车展期间二手车置换
可享高至万元补贴，还可享“旧车再见，原值再现”
限时置换活动。

一汽马自达
车展期间，车展现场留资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当天订车客户可参加摇奖，各种礼品等你来拿；购
CX—4和全新阿特兹尊享5年10桶全合成机油；
购车送胎压监测或智能后视镜；置换购车最高补贴
8000元，全系车型首付50%，18期0利率。

北京现代（浙江金凯）
车展期间，北京现代全系车型零首付，零利息，

享最高5万元置换补贴。

东风雷诺
订购科雷傲四周年特惠荣耀版，享4年12万

公里整车质保以及5000元购车大礼包。

广汽传祺(杭州孚源)
车展期间订购GA6优惠2万元、GA3S优惠

1.5万元、GS5优惠1.5万元。

广汽丰田
订购浙商版本（雷凌、致炫、致享），即享VIP终

身服务（每三个月免费检查+每个月免费洗车1次）+
2年4次免费机油 ；车展期间订车即享3880元礼
包；车展期间订车可享抽奖（100％中奖，液晶电视、
电烤箱、微波炉、自行车、榨汁机）；订车还可享保养
无忧活动（详询销售顾问）；金融购车即享价值880
元底盘装甲一次；订车即可现场抓现金活动。

长安商用车、轿车
商用车：欧尚A800 1.6L 59900元起（零首付，

一证贷），置换补贴3000元，贴息3000元；欧尚
A800 1.5T 7.99万元起（零首付，一证贷），置换补贴
3000元，贴息3000元；长安欧尚2017款原价5.69
万元，车展特价4.99万元；CX70T 1.5T 8.99万元
起，钜惠高达1万元（含3000元置换，3000元贴息）。

轿车：CS15全系车型优惠2000元；CS35全系
车型优惠4000元；CS75 全系车型优惠4000元；悦
翔V7全系车型优惠4000元；睿骋全系车型优惠
5000元；逸动全系车型优惠4000元；逸动XT全系
车型优惠4000元；凌轩车型优惠3000元；CS95全系
车型优惠5000元；CS55全系车型现场订车抽奖。

五菱/宝骏
车展期间，购五菱宝骏最高享万元优惠。

荣威/MG
车展期间购荣威名爵，享6重礼遇。
定车礼：预存1000元以上定金可抵2000元

车款(含定金 1000 元)；限时礼：定车客户赠送950
元浙商交强险一份，名额仅5份；先定先得礼：最
高的金额为500元油卡，名额5个，其他礼品见活动
现场，礼品送完为止；专项礼：获得杭牌指标(摇号或
者更新)的客户，赠送500元工时券；推荐礼：老客户
推荐新客户购车，老客户可获得保养2次，新客户获
1次保养；金融礼：申请贷款的客户可获赠浙商自
燃险一份。

猎豹汽车
车展期间，定车即享3000元大礼包以及32寸

液晶电视1台，本月底提车还享购置税减半。定车
砸金蛋，大奖价值5000元左右，另有多重好礼等你
来领取。车展当天，展位有主持人、车模一起助兴。

吉利汽车
活动期间到展位扫二维码客户即可免费领取精

美礼品一份；现场订车还可参加现场抽奖活动(专属
定制行李箱、凤凰牌自行车、行车记录仪等)，订车抽
到就归你；分期购车可享受最高7000元厂家贴息，
低首付、2年0利率；教师、医生、护士、公务员、单位
购车客户，最高可尊享3000元油卡奖励。

吉利新博瑞、吉利新博越，尊享18期0息金融
方案，部分车型更享置换补贴；吉利远景SUV，悦
享18期0利率，首付低至1.5万元；帝豪GS，手动档
尊享24期0息金融方案，部分车型更享置换补贴；
吉利帝豪GL，尊享2年0利率金融方案，部分车型
更享置换补贴；吉利新帝豪，尊享2年0利率，现金
直降1万元；吉利新远景，尊享2年0利率，现金直
降6000元，吉利远景X3 ，现车供应。

比亚迪
凡到展客户，免费领取多肉盆栽（每天限量供

应）；车展现场订车可获价值2888元精品豪华礼包
以及品牌净水器1台，还可参加砸金蛋活动，中奖
率100%，豪礼任性送；车展现场客户置换新能源
车，最高可享5000元置换补贴；全系车型首付低至
10%，购车享金融0利率；车展现场推出5台特价
车，优惠高达万元；车展现场订车客户还可额外享
受1000元购车基金。

奇瑞汽车
全系车型预存2000元抵4000元，订车赠送

10年100万公里发动机延保，瑞虎7限时赠送6年
10次保养。

江铃汽车
车展期间，购陆风指定车型尊享内部员工价，

购买驭胜S330最高优惠1.5万元，驭胜S350最高
优惠1万元，订购江铃福特撼路者，享双零购车优
惠，尊享万元豪礼，置换福特途睿欧享置换补贴
5000元。

野马汽车
车展期间，订购野马汽车T70享零购置税，并

送终身保养以及另赠3000元陷现金补贴，订购
T80享零购置税以及送终身保养。

9月15日—17日 来车展淘实惠了

2017萧山秋季媒体汽车展明天开幕
数百款车型同场竞技 万元优惠比比皆是

明天，萧山车迷期盼已久的

2017萧山秋季媒体汽车展将在浙江

世纪汽车市场拉开大幕。

在这场精彩纷呈的车界盛会中，

宝马、英菲尼迪、奥迪、雷克萨斯、东

风日产、别克、长安福特、东风标致、

东风雪铁龙、东风本田、广汽丰田、长

安马自达、一汽大众、东风悦达起亚、

雪佛兰、上汽大众、一汽马自达、广汽

三菱、北京现代、广汽本田、一汽丰

田、东风雷诺、猎豹汽车、荣威/MG、

广汽传祺、五菱/宝骏、长安汽车、野

马汽车、宝沃汽车、奇瑞、比速汽车、

东风风神等40余个主流汽车品牌、

数百款当前最热门车型、几十款全新

车型将齐齐亮相，为萧山消费者打造

一场规模空前的汽车盛宴。

秋季媒体汽车展将在明天开幕，

对于广大萧山汽车经销商来说，是打

响秋季销量冲刺的第一枪。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逛车展时最

关心的永远是车价。降了多少？ 能

降多少？都有什么令人惊喜的大礼

赠送？据了解，本届秋季车展现场不

仅有数百款车型让大家尽情比较选

择，更有各家参展商推出的购车优惠

（小编帮大家整理了部分参展品牌优

惠信息，大家不妨按图索骥）。

此外，各种购车礼包、抽奖活动

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不少品牌都推

出了特价车，如北京现代、比亚迪、荣

威、雷克萨斯等，对于想在今年下半

年“淘”辆便宜车的消费者，一定不要

错过此次良机。

逛秋季车展，多重优惠等着你

秋季媒体汽车展是参展商促销

的舞台，也是新车发布的平台。据

悉，不少最近上市或即将上市的全新

车型，将在车展主舞台上逐一亮相，

并伴随着模特走秀、劲歌热舞以及观

众互动，让萧山车迷可以感受别具新

意的新车发布仪式。

长安马自达旗下重磅车型——

全新CX-5家将率先抵达本次车展

进行萧山地区的预售活动，东风雪铁

龙全新SUV天逸将在15日全国上

市发售后正式把新车推介给萧山的

车迷，东风悦达起亚全新凯绅、东风

雷诺科雷傲、东风本田2017款CRV

等也将在主舞台进行新车促销活动，

不管是有奖问答互动还是车型促销，

都会让消费者不虚此行。

想看新车，主舞台活动纷呈

1

2

主舞台活动安排表

时间

9月15日上
午10:00

9月15日下
午2:00

9月16日上
午10:00

9月16日下
午2:00

9月17日上
午10:00

品牌

东风悦达起亚

东风本田

长安马自达

东方风雪铁龙

东风雷诺

活动安排

起亚凯绅新车上市会，
舞蹈表演及有奖互动

车型促销、有奖互动

全新CX—5新车预售
以及有奖互动

全新SUV天逸新车上
市、舞蹈以及有奖互动
科雷傲新车推介以及

有奖互动

部分参展品牌优惠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