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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萨斯
车展期间，5台特价车限时限量抢

购；任意车型置换尊享豪华礼包四重
礼、更有LS新车品鉴预约送豪礼五重
礼；CT200h首付低至6.8万元，或轻松
融资“515”，尊享零利息，首付50%，尾
款 50%；ES200 限量版，月供 377 元
起，利率低至2.99%；新NX200月供低
至431元，利率低至2.99%；GS300中
大型豪华运动车型，月供低至414元，
利率低至1.99%。

雷诺
东风雷诺岁末大冲关——“双十二”

限量抢购“惠”，30台优质车源限量限时
抢购，多重好礼送不停，订车享车展礼
包，预存另享超值“双十二”抢购礼，现场
交订金可抽取暖心礼品一份；科雷傲、科
雷嘉部分车型享受免息政策。

东风悦达起亚
车展前，提前预约预存意向金199

元可抵1000元 精品抵价券；现场订车
获蚕丝被1条+万元家电抽奖礼（酸奶
机、电烤箱、电饭煲、小米旅行箱、养生
壶、挂烫机等）；蚕丝被现场拿走，订车
礼提车时领取；车展期间，每天将整点
派发礼；SUV全系车型享3年零利息，
置换享3000元—1.3万元不等补贴，老
客户介绍新客户购车成功，老客户获
赠2次保养，新客户1次保养，杭牌高
享2000元—5000元补贴。

一汽马自达
车展现场留资即送瑜伽健身球一

个（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车展期间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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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购车，首付50%，18
期零利率；旧车置换购车最高补贴
8000元。

东风本田
订车现场抽奖，好礼带回家；萧

山地区以外购车客户报销来回车
票；旧车置换任意车型，享受 1000
元置换补贴；分期购车享 5888 元大
礼包。

别克
车展期间，2018款君越私人定制

版，现场直降，再送360度全景监控系
统、量子风全车贴膜、行车记录仪等；
2018款昂科威私人定制版，现场直降，
送360度全景监控系统、量子风全车贴
膜、行车记录仪等；2018款新英朗私人
定制版，现场直降，送360度全景监控
系统、9寸液晶屏导航、量子风全车贴
膜、行车记录仪、原厂LED大灯、发动
机下护板等。

上汽大众（中汽）
即日起至车展期间，提前支付100

元意向金购车即可享受价值3688元
礼包；车展期间，全车系可享两年零利
率政策，辉昂车型可享3年零利率；除
途昂车型其余车型均可享受置换补
贴，最高可享万元；车展期间，订购全
车系享万元礼包。

北京现代（通达）
车展期间，北京现代“双十二”半价

抢车惠，交强险、精品套餐、机油“1辈
子”、保养1整年全部半价；额外还可享

元通通达店年度巅峰钜惠12重大礼。

一汽大众
“税”末车展限量特供CC，直降

4.5万元，高尔夫A7直降3.1万元，嘉
旅直降2.6万元，迈腾直降2.9万元，速
腾直降2.7万元，蔚领直降2.2万元，宝
来直降3万元（限定车型）。

东风日产
“税”末，我们不一样。车展期间

购买指定车型，可升级“双十二”版本
车型；订车享24寸拉杆箱一只；预订启
辰指定车型可享12元抢1212元购车
券（可抵），现场还能参加砸金蛋活动。

广汽丰田
全新汉兰达四驱浙商版，车展特

价 34.28 万元；1.5 致享浙商版原价
10.08 万元，车展优惠1.5 万元；雷凌
1.2T浙商VIP版车展专供价12.28万
元。

一汽丰田
车展期间，到展位看车可领取500

元购车券，购车即享3880元大礼包，
还可参与砸蛋抽奖，100%中奖；购指
定车型享1—3年不等零利率金融优
惠；购指定车型享最高9000元置换补
贴；老客户介绍亲友购车即享500元
维修券。

吉普（Jeep）
杭州菲驰Jeep旗舰店，即将亮相

萧山车展，车展期间订车客户可享多
重好礼：车展期间，订车最低一成首付

“贷”回家，至高可享36 期零利率，日
供低至10元；现场订车客户赠送专属
订车礼一份；旧车置换，10 万级家轿尊
享原价置换。

购2.4L Jeep自由光，赠送发动机
延保服务，延保期限为2 年／5 万公里
（含整车质保共计5 年/15万公里）；经
由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车主推荐、到
店试驾任意车型的顾客，均享试驾礼
品；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车主推荐购
车，自由光新车主享999 元购车礼金，
指南者新车主享888 元购车礼金，自
由侠新车主享599 元购车礼金。

长安马自达
车展期间，长安马自达浙江裕菲

展位将推出3辆CX—5特价车，优惠
直降3.3万元；CX—5 2.5L四驱尊贵型
首付8.98万元，3年按揭，月供仅2917
元，置换补贴最高8000元；全新进口
CX—3上市发布，萧山首秀 ；订购昂克
赛拉享两年零利率，置换补贴 5000
元；第二代CX—5两年零利率，置换补
贴6000元。

广汽三菱
车展期间，购欧蓝德全系赠送常

规五险第三方五十万（五周年纪念版
除外），按揭尊享2年零利息，置换可享
4000元现金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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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蓝德五周年纪念版原价16.88万
元，车展特价14.98万元，赠送5年10
次常规保养，整车2次免费油漆抛光护
理，2年之内免费一次四轮定位，1000
元工时抵用券，1000元油漆抵用券。

劲炫全系优惠1.5万元，两证极速

贷3年零利率，买即送5年免费保养，
购车续享购置税减半，置换高享2000
元补贴，低首付20%或3.5万元，五年
10万公里超长保修。

劲畅全系优惠7.8折送原厂套件
（底盘装甲、行车记录仪等）；帕杰罗最
高优惠6万元再送原厂套件（底盘装
甲，行车记录仪等）。

广汽传祺（美锦）
车展期间，购车最高可享价值万

元礼包；传祺保有客户介绍新客户购
车，老客户享1次保养，新客户享2次
保养机油；全系车型零首付开回家；置
换传祺车型最高享受6000元置换补
贴；订车砸金蛋100%中奖；购买指定
精品车额外赠送金财神一尊；28台特
价车限时供应；部分车型享受员工价8
折优惠。

上汽大众（浦发）
上汽大众节能型T动力系列“税”

末聚“惠”，途观丝绸之路版最高省
4825元，途安最高省4697元，全新帕
萨特最高省4528元，凌渡最高省4271
元，朗逸最高省3417元，朗行最高省
3053元，全系更享两年零利率优惠金
融政策。

东风雪铁龙
车展期间内预订天逸：送车展活动

礼包；预订C6送9次保养，送两年5万
公里总成延保；预订C5，优惠1万元，
2018款C3-XR优惠1.5万元，C4世嘉
最高优惠3万元，C4L优惠1.6万元。

北京现代（金凯）
车展期间，预订领动享两年免息，指

定车型直降2万元；订北京现代名图享
两年免息，1.6T车型优惠2.5万元，1.8L
指定车型优惠2.3万元；预订全新途胜享
两年免息，指定车型优惠2.5万元。

福特
活动期间来展，留下有效信息，即

可获得品牌帆布袋一只；关注微信，即
可获得USB小夜灯一个；活动期间试
驾任意一款车型，即可获得乐刻运动
周卡（送完即止）；新增定交客户，即可
额外获得交强险，还可参与抽红包赢
家电。

活动期间订购精品车型送豪华美
容套装；车辆免费评估；指定车型享原
值回购，老客户推荐新客户，推荐人享
维修服务抵用券及幸运抽奖，还有机
会获得限量车模；按揭购任意车型，享
零利率免息，车展还有专项折扣特供
车型，活动当天公布。

雪佛兰
车展期间，可提供浙A牌照免费

使用，订车送原厂精品附件（行李箱、
车载空气净化器等）；更有科鲁兹、迈
锐宝XL、探界者等特价车供应。

比亚迪
车展期间，购比亚迪新能源车，送

浙A牌、免购置税、不限行，油电两用、
电芯终身保修。

凡到比亚迪展位客户，可领取精
美礼品一份，活动期间，购比亚迪新能
源车，享4.6万元—10万元补贴；活动
期间，订车可得车展定制豪华大礼包；
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可参与抽红包（品

牌电视、家用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电
饭煲等）；车展现场订车客户即送豪华
厨房净水器1台；车展期间，购新能源
或SUV可享受2成低首付或24期零
首付，最高贴息2万元；旧车置换比亚
迪SUV或新能源车可享置换补贴，最
高补贴5000元；活动期间，总经理特
批5辆特价车，优惠高达1万元。

长安汽车
车展期间，长安CS15全系车型现

金优惠5000元；CS35全系车型，现金
优惠 5000 元 ；CS75 手动现金优惠
4000元；逸动全系车型现金优惠4000
元，逸动XT全系车型现金优惠4000
元；凌轩现金优惠4000元；CS95全系
车型现金优惠2万元；CS55全系车型，
现场订车抽奖。

五菱宝骏
展会期间，订购五菱宝骏指定车

型最高享万元钜惠，五菱宏光S3振奋
上市，最低 5.68 万元起售，置换享
3000元补贴，零利率零利息零月供，首
付最低只要6666元；首付只要5600
元，宝骏560开回家。

江铃
车展期间，购撼路者，付3000元

定金即可享受8000元车价优惠，享购
置税全免，尊享万元豪礼，购途睿欧最
高可享受 8000元按揭优惠；购驭胜
S330指定车型最高可享1.2万元优惠，
凡在车展期间订车客户均可在各车型
最低优惠的基础上，再有一次订车砸
金蛋的机会。

吉利
车展期间，全系车型金融优惠1年

免息，购置税补贴优惠最高3000元。

东风风神
车展期间，购指定车型送车辆终

身免费油品（AX7、AX5、AX3 在库车
辆）；到展位留存个人购车信息，赠送
精美水杯一个；订车客户另赠送价值
3000元装潢大礼包一份，额外抽取红
包墙，最高可抵500元车款，还可砸金
蛋，大奖彩电、冰箱等你带回家；旧车
置换，最高补贴3000元；老客户转介
绍新客户成功购车，双方均享500元
油卡一张。

名爵/荣威
全系MG6车展期间全新上市：12

月31日前提车，全系享购置税减半（国
家补贴2.5%+厂家补贴2.5%），互联网
车型基础流量和服务终身免费，全系尊
享3年零利率；名爵3SW原价87700
元，车展特供61399元；名爵ZS全系
6.98万元起，尊享两年零利率活动。

车展期间，RX3全新上市，订车送
5000元支付宝红包；RX5 2018款全
面升级，最低9.98万元起，订车送万元
礼包；eRX5 最高补贴5.6万元，送浙A
牌，免购置税。

野马汽车
车展期间，订车野马任意车型首

付只需1.5万元起；旧车置换野马汽车
T80最高享8000元补贴，再送8888元
装潢大礼包；二轮电瓶车置换T70S最
高享3000元补贴，另送8888元装潢礼
包。

12月9日—12月12日，在浙江世纪汽车市场，第九届萧山购物节·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萧山）汽车展将携近60个汽车品牌，数百款新车盛装登场，开

启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政策到期前的买车抄底盛会。

为让消费者充分享受到本次车展带来的实惠，届时，小至“展台看车必有礼”，大到“数万元现金让利”随处可见，本届国际车展将为你带来2017年车

市年度诚意大礼。本期，编辑为大家搜罗了部分参展品牌的优惠信息、车展活动，这份“购车指南”请收好。

新车发布、各品牌优惠抢先看

萧山国际车展本周六盛装开场

★ 主舞台活动别错过

萧山国际车展作为萧山车
市年度性汽车展会，已成为本
地汽车经销商抢占市场高点的
一个重要展示平台，每届都会
有大量的新车上市。以下为车
展主舞台上部分新车发布安
排，消费者务必要提前安排好
行程。

12 月 11 日，在主
舞台区，启辰品牌将在
主 舞 台 上 带 来 新 车
T70 的品鉴活动，现场
还会有动感的歌舞表
演以及公布车展专属
优惠。同时，东风日产
以及启辰两大品牌全
系车型也会在舞台区
进行展示。

广汽丰田2018款凯美
瑞新车发布

12 月 9 日下午 1:
30开始，在车展主舞台
广汽丰田千骅展位将
举办 2018 款全新凯美
瑞上市赏车“惠”。

12 月 10 日，在主
舞台区，长安马自达浙
江裕菲店将为消费者
带来一整天的舞台活
动，包括CX-3的新车
上市品鉴活动（歌舞表
演、互动问答等）以及
全系车型促销活动。

12 月 12 日，车展
最后一天，东风雪铁龙
萧山万兴展位将在主
舞台区进行 C3—XR
新车品鉴活动，现场除
了有动感的乐队表演
助阵外，全系车型还会
有最后一天的车展专
属优惠。

长安马自达CX-3新车
上市会

启辰T70新车品鉴会

东风雪铁龙C3—XR
品鉴活动

部分参展品牌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