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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优惠12万 国五切换国六市场需要声势浩大的车展聚拢人气

时报车展周六与你相约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抄底车市时机到了！ 本周六日，由信息时报主办的“国六

来了！ 2019羊城商超团购车展”首站将在广州合生广场开幕，

多款新鲜出炉的“国六”新车将集体亮相。

本次车展依旧延续信息时报以往承办车展的优势： 新车

多、车型全、优惠多、福利多。 记者了解到，本次国六车展将从

7月 27日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 9月 30 日，多个人气商超连

续举办 5 场，覆盖海珠区、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 5

家最具代表性的人气商超， 将是华南地区消费者下半年购车

最佳时机。

届时，一汽 - 大众、上汽荣威、北京现代、 广汽丰田、上汽

名爵、 东风悦达起亚等主流品牌最新车型和促销优惠活动汇

聚一堂。 除此以外，主办方还将额外提供每台车 2000~5000

元的专享优惠，与车商现场促销优惠不重叠，更有价值 1500

元大礼包（进口乳胶枕、珠江夜游船票、沙发代金券）,让消费

者在火热的夏天也能享受到时报车展带来的“冰爽”。

“国六”热门车型汇聚一堂

7 月 1 日起，国内主要城市进入

“国六”时代，众多车企争相上市新

车。 与此同时， 新购置税法正式实

施，取代已维持 18 年的旧法，购车

成本减少、车辆购车税节省，此时不

购车，十分划算。

近期上市的新车不乏销量明

星车型： 一汽-大众的全新探歌、

北京现代全新第四代胜达、 菲斯

塔、 广汽丰田全新一代雷凌等符

合“国六” 标准的新车陆续上市。

此次车展汇聚了国内外众多主

流汽车品牌，如上汽名爵、东风悦达

起亚、上汽荣威、一汽-大众、 广汽

丰田以及北京现代等， 带来旗下全

新车型参展， 其中不乏新能源汽车

新品。

此次车展首场将在海珠区广州

合生广场一楼举办，时下新车、热门

车型汇聚一堂， 让想要购车的消费

者在炎炎夏日不必再为了看车东奔

西走。 车展现场即可轻松看遍心仪

车型，不仅可货比三家，还能享受更

低车价。

7月购买畅销车最合适

不少消费者认为，7 月这个“淡

季”不适合买车，不如等到“金九银

十”车市活动多的时候买更划算，这

其实是个很大的误解。

记者走访市场以及采访多位专

家、经销商老总后发现，7月这个传统

的淡季，出手购买畅销车最为合适。

今年上半年， 国内汽车市场整

体表现不景气， 而压抑的观望情绪

也充斥着整体汽车消费市场。

而 7 月作为汽车市场的传统淡

季，为增加销量，各大汽车品牌都会

开展不同程度的降价促销活动。“国

五切换国六， 市场上需要一场声势

浩大的车展来聚拢人气， 刺激销

售。 ”北京现代参展车企负责人说。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

究分会公布的最新综合销量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狭义乘用车市

场累计销量达 995.4 万辆，同比下降

9.3%。

从今年 1~6 月份汽车产销情况

来看， 受宏观经济下行、 部分地区

“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等因素影

响，全国汽车产销处于低位运行。 乘

联会对下半年的车市预测显示，今

年上半年是以“去库存”为主特征，

下半年的“补库存”趋势将进一步显

现。

据乘联会预测显示，7 月份乘用

车市仍将延续前 3 个月的走势，呈

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对于经销商而

言，让利促销或是最佳选择。 刚踏入

下半年， 车市就已经传来了降声一

片，足见经销商的急迫。

7 月尽管是淡季，却是畅销车与

换代车购买的绝佳时机。“金九银

十”之所以能热，是因为厂家的新车

集中投放。 据现有消息，将有多款重

量级全新车型选择在 9、10 月投放，

新车将引发消费市场购买效应。 但

对消费者而言，9 月和 10 月却不是

买车最实惠的时期。

随着“国六”政策正式落地，经

销商即将全力销售国六车型，7 月购

买一些率先让利的车型将有实惠。

部分车型最高优惠 12万元

在此次车展中， 无论是哪个级别的

新车，优惠的幅度都相当诱人，绝大多数

车型的降价幅度已从几千元的“小打小

闹”向万元级别促销升级，一些车型甚至

有超过10万元的让利幅度， 车商诚意可

谓十足。

记者从参展经销商处了解到， 与以

往的送大礼包、 精品油卡等促销模式相

比， 现如今的真金白银让利优惠幅度几

乎已经成为商家的“必杀技”，尤其对于

新上市的国六新车， 上万元的优惠幅度

实属罕见。

上汽荣威作为本次车展优惠幅度最

大的一个品牌，参展经销商早早就将优惠

信息放出，旗下全线车型现金让利从5000

元起至12万元不等，其中让利幅度最大的

ERX5互联网至尊版加上新能源政策补

贴共计优惠超过12.3万元，eRX5加上政

策补贴后也有9.6万元的现金优惠。

据该品牌参展经销商表示， 荣威

RX5方面全系优惠2.5万元，ei6系列则有

5.6万元，“我们给出的让利幅度保证是市

场是最低价， 希望可以拉动消费者的购

车欲望。 ”

一汽-大众方面，优惠幅度最高的是

全新一代CC， 现金让利超过2.5万元，而

迈腾也有超过2万元的优惠，宝来与速腾

两款热销轿车让利幅度从1万-1.4万元

不等， 高尔夫R-Line让利更超过1.7万

元；SUV方面，刚上市不久的紧凑型SUV

探歌最高有接近1.5万元的现金优惠，而

探岳最高优惠则去到2.3万元以上。

广汽丰田作为最早响应国六排放标

准的汽车品牌之一，自5月底开始便全面

上线国六新车， 其中雷凌双擎E+最高优

惠去到3.4万元，致享、致炫系列现金让利

达1.7万元， 而全新TNGA架构紧凑型

SUV C-HR全系均有1.3万元现金优惠，

凯美瑞全系独享5000元油卡；除此以外，

在车展期间购买上述车型的消费者还将

在现金优惠基础上获得5800元的购车大

礼包。

北京现代方面， 今年上市的两款新

车都有高于市场的优惠价格， 其中全新

一代胜达享置换补贴1万元， 按揭3年免

息，菲斯塔优惠4000元，按揭2年免息。

东风悦达起亚的新智跑现金优惠高

达1万元，凯绅1.8 GLS AT版本则有超过

1.4万元的现金优惠， 而混合动力版本的

K5更有高达3.3万元的现金补贴；其他车

型如奕跑 、 焕弛 、 全新一代K3、KX

CROSS以及KX5就有3000元-8000元等

幅度除此以外还有精品礼包。

上汽名爵作为较早响应“国六”标准

的汽车品牌， 此次就为新鲜出炉的国六

车型设置了专门的车展优惠， 比如名爵

HS全系国六版本就有1.3万-2万元幅度

的现金优惠。 而名爵旗下其他车型如

MG6与ZS也有5000-8000元的优惠。

尽管是“国六”主题车展，但近年来

深受市民欢迎、 不受摇号竞拍限制的新

能源车型也将在本次车展中展出， 比如

上汽名爵的EZS新能源、EMG 6新能源。

优惠方面，EZS新能源全系车型车展最高

现金优惠达到1.6万元， 而EMG 6新能源

全系现金优惠更接近2万元。

现场购车多重惊喜 豪礼送不断

除了众多国六新车带来触底低价以

外， 本次车展还为消费者们准备了丰富

的众多豪礼，现场购车还有多重惊喜：美

国丝涟床垫将有爆款销售，价值 1500 元

大礼包

（进口乳胶枕、珠江夜游船票 、沙

发代金券）

，价值 3999 元的车萝卜 HUD

车载机器人等礼品。

另外， 记者从参展商中国银行广东

省分行了解到，该行为了大力推动 ETC

的普及， 除免费赠送车载电子标签

（OBU）外，更推出涵盖加油、洗车、路费

打折等共计 12 重“壕礼”的优惠给客户。

其中包括申办 ETC 业务免费赠送价值

200 元的车载电子标签；2019 年新安装

电子标签的中行 ETC 客户，享受全国高

速公路通行费 8.9 折优惠， 其中通行费

的 5%在扣收时给予减免， 通行费的 6%

（每月封顶

100

元）

以优惠券的形式返还

（活动仅广东省 （深圳除外） 客户可参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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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大道南一家汽车城中，市民在向销售人员了解汽车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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