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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潍坊

大雪难挡靓车冲天火气
短短三天成交量达 1100 多辆

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宋昊阳)11 日，
由本报与潍坊晚报联合
推出的 2011 中国·潍坊
岁末精品汽车展示交易
会在潍坊富华国际展览
中心圆满落幕。参展的
50 余家经销商为市民带
来了凯迪拉克、奔驰、
宝马等 6 0 余个知名汽
车品牌， 9 日至 1 1 日
三天时间的成交量达到
了 1100 多辆。

记者了解到，此次
车展汇集了 5 0 余家经
销商、 6 0 余个知名汽
车品牌。尽管车展开始
之前，潍坊刚刚受到了
大雪的影响而路面湿
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
市民的热情， 9 日至 11

日三天时间的成交量达
到了 1100 多辆。

本次车展中，售价
达到 148 万的奔驰房车
遵逸 C 刚一亮相，便吸
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
该款车也于 1 0 日当天
被当场预定。除此之
外，斯巴鲁带来的“汽
车跷跷板”挑战活动也
赚足了人气。而因大雪
天气导致高速公路封
路，知名 SUV 品牌路
虎无法出现在本次车
展，给市民有些许遗
憾。

车展上，经销商纷
纷让利，推出巨额优
惠、亮出价格底线，为
购车族提供一站式的购

车体验。像润达别克、
润兰雪弗兰等品牌受到
市民青睐，由于车展期
间优惠较大，市民纷纷
选择了当场预定。而部
分小排量车型甚至优惠
上万元，引得不少观望
族忍不住出手购买。世
界顶级奢华汽车品牌凯
迪拉克、奔驰、宝马等
悉数携旗下经典车型亮
相，为潍坊车迷带来了
一场高品质的岁末汽车
盛宴。

据专家介绍，受多
种因素影响， 2 0 1 1 年
车市一度低迷，不少消
费者也逐渐采取了持币
观望的态度，传统的金
九银十也失去了往年的
成色。但是随着年终岁
末这一传统汽车消费旺
季的来临，广大车商迎
来了岁末冲量的最佳时
机，不少市民在忙碌了
一整年后，也想为家庭
添一辆新车。而岁末精
品车展的适时举办，无
疑为车商和消费者搭建
了一座面对面沟通的桥
梁。

据悉，本次车展由
潍坊报业集团和齐鲁晚
报主办，潍坊晚报、齐
鲁晚报承办，在两大知
名媒体的有力推动下，
本次车展 1 1 0 0 多辆的
成交量比往年高出不
少，本届岁末车展也成
为 2 0 1 1 年潍坊车市一
个完美的收官之作。 车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车展拉低二手车价

小排量 SUV 走俏

贷款买车不用费劲

148 万奔驰房车当场预订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丛书莹 )在本次汽车展示交易
会上，一辆 148 万奔驰房车尊
逸 C 的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
的目光，而这辆房车也被当场
预订。

尊逸 C 车身是原装进口，
内饰则是在国内改装，黑色的
底色配着流线型的黄色花纹，
简单大气。车的内部桌子、床、
洗刷间一应俱全。潍坊润恒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大客户
经理于鹏告诉记者，车内还有
传真机、冰箱、微波炉、热水壶、
咖啡机等，像一个迷你型可移
动的家，出外旅游或是办公都

能满足日常生活。
于鹏说，这台车是在 10

号下午被一位年龄在 40 岁左
右的先生预订的，这位先生穿
着很休闲，乍看起来不像能买
得起房车的样子，但是从他的
动作上可以看出他对房车的喜
爱。他从外观到内部细节把这
辆车看了个遍，在考察了两个
多小时后，最后拍板决定买
下，并现场交了 10 万元的定
金。

记者了解到这辆车是上个
月引进潍坊的，此次是奔驰房
车在潍坊车展上的第一次亮
相。

斯巴鲁高空杂技赢喝彩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宋昊阳 于潇潇 )为期三天的
车展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
斯巴鲁上演的“高空跷跷板”。
斯巴鲁通过挑战高 8 米，坡度
达到 45 度的跷跷板，向市民展
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高 8 米，坡度达到 45 度的
跷跷板，即使是手脚并用要爬
上去也不容易。更何况选手要
驾驶车辆逐步攀登了，如果不是
全时四驱的车辆，在挑战之前就
已经知难而退。活动一开始，车
手驾驶着斯巴鲁 2 . 5L“森林人”
进行了高难度的演示。车手驾驭
着演示车从 45 度角的斜坡爬到
8 米的高空中，随后在高空中稳

稳地停住，顿时全场一片寂静，
而跷跷板此时也悬在半空，左右
微微摆动，此时观众们献上了热
烈的掌声。

随后，车手在 8 米的高空
通过调整车身的重心，保持在
跷跷板上的平衡，使跷跷板的
另一端缓缓落在下坡处，并稳
稳地行驶下来。

潍坊中冀斯巴鲁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许兆中向
记者介绍，“高空跷跷板”在潍
坊还是首次，完全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许经理介绍，今后公司
可能会继续推出相关的汽车挑
战活动，向更多的市民展示斯
巴鲁汽车优越的性能。

霸气

牛气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于潇潇)
11 日记者采访获悉，受车展影响，近期
二手车市场观望气氛比较明显，价格也
随之拉低。

“据以往经验判断，车展对二手车
市场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新车
上市，一个是降价”，广潍二手车市场的
一位车商说，这两个原因往往会造成二
手车库存增加，价格拉低。因为几乎每
次车展，冲销量都会成为参展车商的第
一要务，所以会有大幅优惠出现，而二
手车价格就要联动着往下走。

广潍二手车交易市场评估经理苏
鲁锋说，本次车展即现场订出 1100 余量
车，以潍坊目前汽车的消费情况来看，
估计一半的消费者属于增购或者换购。
除一小部分车型是到 4S 店置换外，大
多数换购的车型最终还是会通过不同
渠道流向二手车市场。苏鲁锋告诉记
者，根据经验，每次车展结束后二十天
内，几乎每天都会有至少五六辆车流入
潍坊二手车市。综合新车降价的压力，
二手车市收车的价格也会走低。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秦昕)

主动降低车型排量，发展小排量 SUV

车型，必将成为 SUV 市场新的主流趋

势。其目的就是借助小排量 SUV 上涨

之势，率先抢占未来市场先机之意。国

内 SUV 市场中节油已不是神话，紧凑

型环保 SUV 正趋主流。

在奇瑞的展厅里，瑞虎摆在了很

显眼的位置上，试车的人络绎不绝。奇

瑞更是为这款车打出了 1 . 3 万的优惠

政策。奇瑞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从现

在的局势看来，小排量 SUV 其实早已

迈入 1 . 6L 极致时代，已经成功进入紧

凑型 SUV 的 1 . 6L 时代。小排量车慢

慢地成为了街头的“常客”，已经超越

同排量的低油耗表现，成为紧凑型环

保 SUV 中当之无愧的榜样，很多的年

轻人喜欢这样的车型，不仅大气，而且

外形很时尚。

同时，长城，起亚，尼桑等汽车品

牌也打出了小排量 SUV 的主打，起亚

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现在从买车人

来看，紧凑型环保 SUV 将会成为年轻

人的主打。

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丛书
莹)前段时间，由于贷款时间加长、审
批门槛增高等原因，让不少车商损失
了一些客户。与此同时，政策较为灵活
的汽车金融公司成为消费者的救星。

在此次车展上，大众、通用、丰田、
奇瑞、吉利等品牌都通过自己的金融
公司开展了相关的车贷业务，虽然利
率相对银行要高一些，但申请速度快、
贷款额度高并且有灵活的还款方式，
受到了不少车贷客户的青睐。

潍坊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展
厅主管王桂杰告诉记者，在他们公司，
现款买车的和在他们金融中心贷款买
车的比例分别占到 50%，首付在 20%-
30% 之间，还款时间在 1-4 年，顾客可
以在此范围内任意选择。潍坊鸿发凯
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郭
鹏表示，去买车的客户可以当天拿到
贷款，他们金融中心贷款速度最快的
达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放款，通过金
融公司提供车贷也提升了销量。

底气

洋气

美气一款奔驰的房车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斯巴鲁“高空跷跷板”吸引众多市民参观。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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