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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守广

论坛>>
新能源汽车有望
迎爆发式增长

“新能源是汽车行业增长
的核心推动力，目前中国新能
源汽车的份额达到世界50%以
上，在一到六月份同比增长速
度更是达到了100%以上”，论
坛现场，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主题演

讲中，以大量客观详实的数据，
对2018前三季中国新能源市场
进行详尽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将新能源汽
车作为重点扶持的战略型新兴
产业。在此政策引导下，新能
源车发展迅猛。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统计，2017年新能源汽
车销售市场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全年累计销量77 . 7万
辆，较2016年增加了27 . 0万
辆，增速达53 . 3%。中国新能
源汽车的年产量已位居世界第
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无论国内还是跨国车企
都在加速布局新能源市场。

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佼佼者，北汽新能源也现场
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未来的布
局规划。“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
的，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好”，北
汽新能源党委副书记连庆峰表
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市场化初期的行业1 . 0时
代，先以市场培育为使命，坚
持国民车战略；第二个阶段是
高质量发展的行业2 . 0时代，
打造品质车型，与燃油车展开
全面竞争；第三个阶段通过智
能化、高端化路径，最终决胜
燃油车。

“穿新鞋走老路，是注定没
有出路的”，连庆峰表示，发展
新能源汽车，一定要走和传统

汽车行业不一样的路线。另外
必须以市场需求、用户需要为
指引，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
点推出正确的产品。

在随后的分论坛环节，新
能源汽车从业者和媒体代表各
抒己见，对新能源汽车发展以
及传统汽车如何应对挑战发表
了各自的看法，并对产品升级
以及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宝
贵意见。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随
着行业环境的不断优化，科技
短板的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望
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

车展>>
购车免利息、送终身保养
参展商纷纷“放大招”

6日，在同时进行的齐鲁秋
季车展，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济
南外地的市民也专程赶过来，
挑选爱车。在高新国际会展中
心，众多热销汽车品牌扎堆亮
相。近年来，随着国产品牌的崛
起，在本届车展上，国产品牌以
及新能源汽车人气居高不下。

来自商丘的尹先生刚刚预
定了一款比较热门的国产车，
他告诉记者，齐鲁车展他每次
都会参加，之所以选择国产
车，就是看中了它的性价比，

“现在做工和质量与合资的没
啥区别，价格低不说，优惠幅度
也大”。

“送终身机油、送终身保

养”、“购车免利息”……车展现
场，参展商为了销量使出浑身
解数，放出各自的“大招”，通过
优惠的价格更大的让利招徕客
户。“以前没有过，送终身保养
这还是第一次”，某汽车品牌销
售人员介绍，现在各大汽车参
展商都是冲着年底冲量来的，
因此厂家为了清理库存增加销
量都非常拼。

据了解，此次车展除了各
参展商提供的优惠让利外，主
办方也是大手笔回馈消费者，
不仅为购买新车的车友准备了
价值5980元的购车大礼包(不
含工时费)，还有价值5999元的
港澳双人游，让你在买车的同
时，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天订车的前1000名用户还能
领取齐鲁车展定制礼品一份。
同期各展台各类购车礼包、有
奖互动等活动也将持续进行。

乘车路线：

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进口
车及豪华品牌专区)

乘坐39、48、64、66、85、110、
152、K100、公交车至“会展中
心”站下车，路东即是。

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合资
品牌及自主品牌展区)

乘坐10路、47路、99路、122
路、150路、311路、318路、319路、
321路至舜华路北口(国际会展
中心);119路、123路至高新区管
委会 (国际会展中心)，下车即
是。

“新能源·新汽车”主题论坛在济举行

未未来来已已来来，，车车界界大大咖咖共共话话新新能能源源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李庆斌 冯子涵

30余楼盘亮相展会
大数据首次赋能

9月6日上午9点，2018齐
鲁秋季房展会在舜耕国际会展
中心正式拉开序幕。展会首
日，人气爆棚，来参观的购房
者络绎不绝。不少人都是通过
网络平台获悉此次展会信息，
一大早特意赶来观展。

此次房展会参展楼盘众
多，万科、中海、龙湖等十
余家品牌房企，携30多个精
品楼盘亮相，涉及住宅、公
寓等多种物业类型，覆盖济
南各个区域。

“我们这边有龙湖天璞、
天琅、春江郦城、景粼原著等
项目，有针对刚需的小户型，
也有针对改善需求的大户型、
有毛坯房也有精装房，可以满
足购房者的多种需求。”龙湖
地产展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万科也携8个项目参展，从小
高层到loft公寓，再到叠拼、
联排别墅等，各种类型应有尽
有。

作为2018首届大数据房展
会，大数据的应用也是本次房
展会的一大亮点。在每个展位
前面，都摆放有齐鲁智云&齐
鲁预见云客数字大屏，大屏上
不仅可以滚动显示展会信息、
楼市信息等，更能够为本次展
会提供数据支撑。“本届展会
在阿里大数据、百度、今日头
条等平台上架设的信息数据渠
道,将呈现丰富的大数据表现
元素，购房者获知展会信息的
渠道更加实时精准。”房展会
工作人员介绍。

改善型购房者居多
有客户当场就定

在调控背景之下，追求一

步到位的购房者增多，不少人
倾向于改善型住宅。记者在展
会现场看到，此次展会参与人
群多为40岁以上的中年人群，
夫妻档看房者居多，不少人就
是冲着改善产品来的。

“此次来参会的项目改善
型产品不少，面积好多在140
平以上，总价较高，年轻人负
担困难；另一方面，参会人群
多为给孩子挑选未来新房。”
房展会工作人员介绍道。

市民王先生一早就来了展
会，他告诉记者，他已有一套
住宅，现在来看房是为了给孩
子准备婚房。对比济南各区域
楼盘，他更倾向于购买东部片
区的房子，他已看上东部片区
龙湖春江郦城的房子。

对于购房意向明确的购房
者来说，在展会可以实现一站
式看房。购房者陈先生，从进
展参观到确定要买，只用了半
个多小时，最后他选择了万科
翡翠公园。“我这么着急定下
来，因为这套房子确实不错，
户 型 、 装 修 、 配 套 我 都 满
意。”他说。

“虽然当前楼市热度有所
遇 冷 ， 但 大 公 司 品 牌 的 房
源，竞争优势显著。品质楼
盘不管是居住舒适度，未来
升 值 空 间 ， 都 有 一 定 的 保
障，因此客户在购房时，顾
虑相对较小。”万科置业顾
问表示。

展会优惠活动多
投资自住都合适

此次房展会，为了给购房
者提供实惠，参展开发商也推
出了不少优惠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的
房地产商都推出了不同程度的
优惠政策：龙湖地产的部分楼
盘都推出了签约打折的活动；
中海地产推出了转发朋友圈抵
现金的活动；万科大都会公寓
定房优惠2%；万科海右府联
排、叠拼一次性付款可享受4%
优惠等等。

恒大地产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在限购政策大环境下，最近
市场相对冷却，购房者的购买
意向较之前相比降低了。“所以
现在购房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比如购房客户介绍其他客户过
来我们会给予奖励，其他楼盘
会有一些优惠价，吸引购房者
前来了解。”他说。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此
次参展楼盘有不少价格十分友
好。如荣盛·国际高尔夫温泉小
镇，洋房均价8200元；万科翡
翠山语均价17200元；万科海
晏公馆均价15000元-17000
元；龙湖春江郦城均价15500
元-16500元。“这些楼盘价
格相对合适，不管是投资还是
自住，都能满足市民的需要。

“房展会工作人员说。

3300余余盘盘亮亮相相首首届届齐齐鲁鲁大大数数据据房房展展会会
楼盘优惠多多，改善型产品备受青睐

2018年齐鲁秋季房地产交易展示会于
9月6日拉开序幕。据了解，本次房展会为期
三天，14家房地产商共30余个楼盘亮相舜
耕国际会展中心。万科地产、龙湖地产、中
海地产、中建东孚等品牌开发商携多个项
目，为购房者带来了多种购房选择。此次也
是2018齐鲁首届大数据房展会，齐鲁智云&
齐鲁预见云客数字大屏闪亮登场，大数据
为传统地产赋能。

9月6日，由齐鲁晚报主办的“新能
源·新汽车”主题论坛与2018齐鲁秋季车
展在济南同步启幕，论坛现场，包括北汽
新能源党委副书记连庆峰在内的诸位行业
大咖，围绕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和
市场现状等进行了分析对话。与会嘉宾一
致认为，随着行业环境的不断优化，科技
短板的持续补齐，新能源汽车有望迎来一
轮爆发式增长。

2018年齐鲁秋季房地产交易展示会，购房者络绎不绝。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车展现场，市民体验模拟翼装飞行。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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