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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符 吉 茂）奔驰、宝马、大
众、吉利、传祺……11 日上午，参展豪车名
车、经济适用车陆续进场，云集三亚天涯海
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连日来，记者多次“探展”，为大家提前
“剧透”车展筹备情况及各种购车优惠。 截
止记者发稿时，各大车商展区已经布置完
毕，车展各项工作有序稳步推进，为 12 日的
2020 年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盛大开
幕做好准备。

■现场：
豪车名车云集 钜惠特价来袭

横停、斜停、竖停，10 日上午，三亚天涯
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各种豪车名车云
集，各大参展车商陆续将一尘不染的车辆小
心翼翼地开进展区摆放。用心的车商还用

轮胎清洁光亮剂擦拭新车轮胎，并做全车身
清洁。“花更少，享更多”“免摇号，免购置
税，直接上海南牌”“无忧无率”购车季……
在各个展区，各大车商的营销广告层出不
穷。“我们最高可优惠 13 万，首付低至 1 成，
还可以享受 3年 0利息。”三亚宝欣隆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王丁介绍，车展期
间，还推出 5 台特价车限量抢购，数量有限，
先抢先得。

■市民：
为入手新车提前“探展”

“儿子，这里各种车都有，你有时间还是
来现场看看吧，老爸都看花眼了。”来自黑龙
江的田大叔在车展现场和儿子视频互动。
田大叔介绍，他们在三亚已经买房，每年冬
天都会到三亚住上一段时间，但其儿子目前

在三亚开的车是外地车牌。其儿子通过网
络了解到这次车展，工作忙碌的儿子特意让
田大叔提前“探展”。“听说现在有房就可以
上本地牌，这样以后办理车辆业务就比较方
便，不然政策变了再买车就来不及了。”田大

叔对记者说，这次儿子想入手一部价位在 20

万至 30万的车型。
当天来到车展现场“探展”的还有十几

年的老司机陈先生，他正在和东风本田的车
商工作人员了解购车优惠政策。陈先生介
绍，自己的爱车已经使用十几年了，快到“下
岗”的年限，其通过报纸和网络等得知这次
车展的消息，因此，他提前“探展”，决定入手
一辆新车。“车展优惠力度很大，但是政府能
再多出台一些购车补贴政策就更好了。”陈

先生哈哈大笑说到。

■车商：
期待大卖特卖

“我们一大早就进场了，这次有 8台新款
车型参展，有纯电的、油电混合的、燃油的车
型，车展期间，我们的优惠力度很大。”海南
合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王燕
飞介绍，车展期间，在他们公司购车的消费
者可享受发动机终身质保，新能源车可享受
三电技术终身质保，还可以终身免费保养和

充电。
王燕飞认为，本次车展得到了政府和官

方媒体的大力支持，非常有权威性和影响
力。强大的媒体资源将车展的消息宣传得
很广泛，效果很好。同时，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的“主播天团”个个都自带流量和粉丝，让
车展消息家喻户晓。他期待通过这次车展，
提升公司和车辆品牌的知名度，能在这次车
展中大卖特卖。

“年底正是冲业绩的时候，这次车展办
的很及时，希望通过这次车展能在销售量上
有所突破。”三亚泊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市场经理邢亚军说。

车展今天盛大开幕

豪车名车云集三亚 车展钜惠特价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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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由三亚
市委宣传部、三亚市商务局指导，
海南新能源汽车行业协会、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0
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今日
盛大开幕。百款车型任您挑，超值
优惠等你来。

想购车的小伙伴们是否在为砍
价发愁？三亚传媒影视集团主播砍
价团开团了！11 月 12 日至 15 日，
主播砍价团为您买车砍价助力，现
诚邀想买车换车的您。招募啦！招
募啦！招募啦！……

会说相声会演快板的脱口秀主
播馒头、梁珂，“迎宾路女神”主播
小爱，用他们的伶牙俐齿帮您砍
价，直到您满意！

夫妻档主播“葱心组合”孙聪、
赵昕搭档主持十二年，配合默契不
在话下，帮您砍价，出手必胜！

赵坤、悦悦、小雪，她们是广播
中的“帮女郎”，有事您说话，一定
帮到底，这次车展帮您砍价，她们
是“认真的”！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小朋友们
都喜欢的小鹿姐姐、大嘴叔叔齐上
阵，阳光、热情、耐心，带您跟车商
砍价，他们将大显身手！

更有首席主播李岩携新闻主播

曹莹、美食星探主播柏杨、温暖主播
海鸥，组成砍价团、杀价帮，心仪的
车型、心仪的价格，他们全力以赴！

您中意哪款车？您喜欢哪位主
播？您想让哪位主播带您去砍价？
快！快！快！快到车展现场，与您喜
欢的主播大声说出您的想法！主播
砍价团招募想要买车换车的您，招募
电话：13845166575。

“大三亚“买车，错过再等一
年！别犹豫、别错过，与主播零距
离、主播带您去砍价，您最爱的那
款车，2020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
车展可以入手啦！11月 12日至 15
日，买车换车，就来三亚天涯海角
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投票活动结束！

雷克萨斯ES车型当选网友
最“中意”车型

摄影师 杨智宏

关注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

诚意十足，
就等你来！

主播
砍价团

本届的车展组委会采取凭观展票及
现场扫官方二维码入场方式。第一种：现
场售票。纸质观展票由官方设定的售票亭
出售（凭赠票则免费入场）。第二种：电子
售票。观展人员现场扫官方二维码进场。

售票时间：11月 12日—11月 15日，每
天8:30—16:50在会展中心展馆外三个出
入口进行现场售票。

咨询电话：88899019、31885688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广告运营中心
2020年 11月 11日

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
车展票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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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鱼薄荷


� 七彩柱子


� 珊珊公主

�� 菜头

本报讯（记者 陈淑湘）你中奖了吗？2020海南
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投票活动于 11月 11 日 24:
00 已结束，雷克萨斯ES车型以 1631 票当选网友最

“中意”车型，40名中奖网友将获得大礼包一份。
2020 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投票活动于

11月 9日启动，活动结束时，参与角逐的 31款车型
共获得网友投出的 48730“中意”票。雷克萨斯 ES
车型以 1631 票占据首位，沃尔沃XC40 车型和奥迪
A4L 车型分别以 1613 票和 1603 票位居第二、第三
名。

据悉，2020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将于11
月 12日至 15日在三亚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届时，沃尔沃、雷克萨斯、奔驰、宝马、奥迪、
大众、马自达……等数十个品牌、近百款车型参展，
优惠多多，想买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据了解，中奖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于11月 16日至 11月 18日（9:00-18:00），到三
亚市迎宾路荣耀世纪大厦 8 楼新媒部领取奖品，逾
期视为放弃。

本次车展由中共三亚市委宣传部、三亚市商务
局指导，海南省新能源汽车行业协会、三亚传媒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