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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期间供电安全，国网
长春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为本届汽博会保驾护航。

连日来，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密切沟通汽博会组委
会，及时获取开幕式等展会信息，实时优化保电策
略。编制本届长春汽博会供电保障工作方案，制订保
电场所“一点一案”，协同保障场所开展用电安全检
查，督导协助用户推进问题整治，完成单电源供电隐
患政府备案，提升用电安全水平；织密保电“三维网
络”，成立保电专班，开展保电站线特巡，在现场派
驻两台应急发电车，提前勘查接入位置，做好应急机
动准备，组建76人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实施故障
抢修与应急发电联动，及时开展巡视研判和抢修，确
保及时复电。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全力做好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供电保障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实习生 赵倍聪

在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上，展馆内，新车云集，
惊喜不断；展馆外，由房车、商用车、特卖车、户外
装备产品组成的室外展区也是看点满满。

为全面展示商用车产品和低碳能源智能应用创新
成果，本届汽博会特别设置了商用车展区。北汽制造
带来了旗下BJ212全系越野车型，作为一款拥有58年
历史的经典车型，该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初代车型样
式。一脉相承的圆形大灯、前置式钢制保险杠，还有
随处可见的军工元素，吸引了许多人关注。

除了帅气的越野车型，新能源货车也备受关注。
“这款名为金旅海狮的纯电物流车，搭配磷酸铁锂蓄
电池以及永磁同步电机，充满电的情况下续航能力可
以达到260公里，载重量在1100公斤以上，无论是物
流运输、商超配送还是个体工商业主送货，都能满足
需求。”参展商肖亮介绍说。

室外展区亮点多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实习生 赵倍聪

“我为汽博会组委会及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营造
这么好的办展环境感到高兴，也为长春国际会展中
心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员工点赞！他们想观众之所
想，急观众之所急，热心助人展风采，真情服务暖
人心……”在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期间，长春国际
会展中心收到了一封用微信发来的感谢信。这封感
谢信情真意切，充满了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温馨服
务的认可。

本届汽博会期间，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秉承“会展
无限，服务永恒”的理念，采取主动性、灵活性、细
致性的工作方式，打造特色新亮点，使服务工作再提
升，积极为汽博会做贡献。

高质量做好“五心服务”。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结
合工作实际，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在总服务台及
商务中心备有意见箱、洗手液等以及医药箱等，为展
商和观众提供不时之需，并高质量做好“五心服
务”，即热心接待、耐心解答、诚心帮助、真心给
予、细心关怀。

现场管理与服务也是衡量展会质量的一项重要标
准。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管理人员实行首问负责制，党
员佩戴党徽及“党员先锋队”红色袖标，发挥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现场解决展馆内的相关问题；倡导“人
人都是安全员”，做到排查到位，监管到位，未雨绸
缪，防患于未然。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打造特色服务新亮点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实习生 赵倍聪

在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上，不仅有吸引眼球的展
车，还有针对孩子开展的儿童竞速摩托培训。

“这辆小摩托车是做什么的？”在儿童摩托车培
训展区，常有观众发出类似的疑问。“我们是首次参
展，没想到长春汽博会的人气这么旺，完全超出我的
预期，不少家长前来咨询，加教练微信，想让孩子参
加培训。下一届汽博会，我还要来！”参展商邵泉晔
指着展位上的几辆小摩托车兴奋地向记者介绍，这里
的摩托车，是专门为儿童学习竞速摩托配备的学习用
车。4周岁以上、身高1.05米以上有意愿学习驾驶摩
托车的孩子均可以报名参与训练。教练员会根据不同
年龄段，对学童进行差异化训练。针对培训的安全
性，邵泉晔表示，教练员会通过控制摩托车最高时
速、陪练等方式来保证儿童学员的安全。

“下一届长春汽博会，我还来！”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实习生 赵倍聪

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室外展区人气旺。

步入当下的长春，足以体悟到汽车产业发展之变。
24日，为期10天的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

会（以下简称长春汽博会）落下帷幕。连日来，既有真金白银
的销售额，也有智慧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还有全城共庆的
欢乐祥和……这场61.8万人共享的汽车盛宴，给盛夏的长春
增添了欢乐与喜庆，为蓬勃的汽车产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
力，更为长春建设国际汽车城提供不竭动力。

长春汽博会能够比肩上海、北京、广州等发达城
市车展，归根结底，源于“+”这个创新引擎。“汽博会+
文化”“汽博会+商贸”“汽博会+体育”“汽博会+旅
游”……多个产业融合发展，在提振消费的同时，也生
动地展现国际汽车城的特色魅力，为长春经济高质量
发展凝聚新动能。

“汽博会+文化”，本届汽博会始终坚持把巩固、弘
扬汽车文化作为丰富展会内涵、提升整体品质的重要
内容，通过配套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创新和突
破，让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汽车文化的生动精彩，在
全市营造出浓厚的汽车文化氛围。

汽博会期间，携手中国一汽集团联合举办了本届长春
汽博会暨红旗嘉年华开幕式，体现了长春汽博会“四个服
务”功能，实现与一汽活动的同频互动、融合创新；4场花车
巡游和每天近百场网红直播等系列文化体验活动，营造了
百姓广泛参与的浓厚车城节日氛围；以“振兴东北经济 促
进汽车消费”为主题的汽博会高峰论坛影响力十足，多位
汽车大咖和行业专家分享最新的行业趋势报告、展望汽车
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多方合力全面推动汽车产业发展、助
力东北振兴大业；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共有百
余家媒体、近3000名新闻记者对长春汽博会进行了高层
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报道，共发布13000余条信息。

“汽博会+赛事”，2022长春汽车短道系列赛龙栖
湖体育休闲公园场地越野赛，不仅为本届汽博会带来
了人气，也为汽博会打造动静结合、多平台互动的创
新型展会提供了有益尝试。

“汽博会+商贸”，创新举办汽车零部件跨境电商交易
会，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同步进行，利用线上进行5G直播

“云展”“云销售”。交易会上，我市326家参展生产企业，展
出产品457种，展出汽车零部件总件数6176件，签约采购
合同7.8亿元人民币，意向采购合同4.5亿元人民币，意向
引进4家企业入驻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这种‘汽博会+’不是简单的‘1+1’，而是有机融
合，能‘+’出新的价值，会产生‘1+1>2’的效果。”市贸
促会负责人说。

多元融合、共享，正成为长春汽车产业发展的主
旋律。

长春汽博会不仅为各大车企搭建了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
的平台，也成为观察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新趋势的重要窗口。

以本届汽博会上的“明星”新能源汽车为例。曾经，纯电动
汽车在低温条件下续航短，这是人们习惯性认知，但本届长春
汽博会却吸引了比亚迪、理想、极狐、上汽奥迪、广汽埃安、岚
图、极氪、长安深蓝、高合、日产，以及华为深度赋能的AITO等
18个品牌的200余台新能源汽车集体亮相，新能源展车占比
再创新高，成为长春汽博会的一大亮点。新能源汽车品牌争相
参展，这不仅展示出中国在汽车业大发展时代的产业影响力，
也奏响了新能源汽车在东北地区开疆拓土的前奏。

不仅如此，借汽博会平台，汽车智能化成为各车企发布
会上着重强调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多的车企都在将汽车的
电动化和智能化相融合。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参展的大部分新能源车都
配备了长续航功能，让车主能够较为轻松地应对远行。除此
之外，众多新能源车的高颜值和科技范儿，也是吸引人们购
车的一大原因，全车自由对话、智能寻车助手、自动泊车、手
机App远程控制等功能，让人们感受到了新能源车的高科
技含量。

汽博会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让人心潮澎湃；
展场外，在长春这片发展的黑土地上，红旗新能源汽车基
地、比亚迪动力电池项目、玲珑轮胎长春工厂、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项目……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正在孕育成
形。面向未来的先进产能在长春布局，由此带来的产业效应
将不言而喻。

打造国际汽车城，一直是长春的梦想与追求。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提出，要着力打造“三强市、三中心”，全力推进“六城联
动”。到2025年，长春国际汽车城总产值将达到11000亿元以
上，其中，汽车产业要达到10000亿元以上，整车产量要达到
400万辆以上。未来，以红旗国际小镇打造为重点，以中国一汽
制造中心新动能升级为依托，长春国际汽车城将打造成为东
北亚智造中心、创新中心、文化中心、体验中心、乐活中心。

以“打造国际一流车展，促进国际汽车城建设”为目标
的长春汽博会，正是助力长春工业强市建设，赋能“六城联
动”的实践证明和生动诠释。

在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坚实的制造业基底加持下，长
春正奋力奔跑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

布展水平更高，参展客商更专业，展出方式更新
颖，展览理念更现代……可以说，本届汽博会是一场
世界汽车的长春“大合唱”：

展会上，128户国内主流厂商、国际知名车企来长参
展；155个参展品牌、1330台展车竞相亮相，其中欧美品
牌和自主品牌的参展面积比去年都有所增加，尤其是法
拉利、迈凯伦、兰博基尼、玛莎拉蒂、宾利、保时捷等豪车
品牌云集，更是彰显了长春汽博会的档次和国际影响力。

“包馆”成为长春汽博会的专属亮点。中国一汽、
宝马、奔驰以“包馆”的形式参展，直接彰显了长春汽
博会的国际化水准，也从侧面反映出国际品牌对长
春汽博会的重视程度。

而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加速崛起，向
中高端市场迈进，汽车消费领域正掀起一场“国潮”。

17款国内首发及18款新车亮点车型展示发布，
为汽车产业寻找新的定位。

车展A级展台首次达到80%，整洁大气的展台
设计与特色鲜明的顶尖技术交相辉映，通过声光电
综合特效动态演示，无缝隙全程互动参与，为观众呈
现出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在全国车展中首次启动“云上”汽博会，线上浏
览观众12万余人次。

车旅生活成为市民新宠。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的室外展区以及长春慢山里和莲花山的汽博会分会
场，汇聚了13个国内外房车品牌、100余台房车、8款
现代民宿进行现场展示，并首设汽车民宿体验区，让
参展者沉浸式实景体验房车露营的生活方式。

全新的汽车后市场展区成为产业链亮点。在汽
车后市场专区，旭阳集团等36家省内外汽车后市场
龙头及重点企业参展，围绕汽车文化、运动、保险、金
融、改装等汽车后市场行业集中展示，为汽车产业外
延和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本届长春汽博会所呈现的一个个精彩瞬间，折射出
汽车产业发展的风向，这其中有自主品牌积极探寻破局
之道，有合资品牌谋求新能源转型方向，有豪华品牌瞄准
未来发展态势，也有众多造车新势力酝酿着扎稳脚跟。

历经19届、23年成长的长春汽博会，给观众一
个产业全貌，像发动机一样给正在全力打造国际汽
车城的长春带来强劲的动力。

世界汽车的长春“大合唱”

创新办展

为国际汽为国际汽车城车城建设蓄力建设蓄力
——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综述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综述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产业升级

展现车城车展独特魅力

“+”为引擎

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选购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选购。。

“你抢到汽车消费券了吗？”在15日至24日举行的第十九届
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以下简称长春汽博会）上，这成为春
城百姓讨论的热点话题。

为了更好地促进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业发展，释放汽车
消费潜能，稳定汽车产业发展，市政府在本届长春汽博会期
间，投入4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补贴活动，此外，绿园区、长春
新区、经开区、净月高新区等也纷纷推出共计2400万元的汽车
销售专项补贴，总计6400万元汽车消费券直接让利惠民，为全
市提振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

一张汽车消费券能量到底有多大呢？
不妨看看在24日举行的第十九届长春汽博会闭幕式新闻发

布会上，组委会公布的这组数据：
作为政策落地和长春消费力加速释放的载体，本届汽博

会参观人数达到 61.8 万人次，销售车辆 30705 台，成交额达
63.33亿元……旺盛的人气、火热的销售离不开各类补贴政策的
落地与福利叠加。汽车消费券犹如一剂“催化剂”，点燃了市民的
消费热情，带动了消费大市场。

政策加持 让汽车消费成为稳经济重要抓手
汽车消费作为大宗消费，是当前稳经济、促消费的重要抓手。
5月21日至6月17日12时，市政府总投入5000万元，联合全

市部分限上汽车销售企业合作开展汽车消费补贴活动。仅历时27
天，两期汽车消费补贴活动总上传有效资料人员12797人，交易
金额约24.64亿元。

在本届长春汽博会期间，市政府又投入4000万元资金开展
汽车补贴活动，面向在本届汽博会参展企业购车的个人消费者发
放汽车消费补贴。15日至23日12时，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活动总上
传有效购车材料11323人，交易金额约18.87亿元。

除此之外，经开区、净月高新区分别发放500万元汽车消费
券，绿园区发放400万元汽车消费券，长春新区发放1000万元汽
车消费券，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这些消费券可
以与市政府发放的汽车消费补贴叠加使用。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用消费券激活大市场，撬动经济发展，
是提振信心、引导消费、拉动增长的有效举措。”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福利叠加 消费者开启购买模式
“真是赶上了好政策！”22日，在本届汽博会上，刚刚办完提车

手续的市民杨猛高兴地算起买车“经济账”：一辆吉利星越L的裸
车价格为15.52万元，在本届汽博会上，不仅可以享受国家出台的
购置税减半政策，还申领到市政府发放的汽车消费券补贴3000
元，再加上经开区发放的汽车消费券1000元……“再加上吉利推

出的现金优惠及赠送的交强险和原厂车衣，我大约省了1.6万元，
真不是个小数目。”

市民赵先生在开展首日就购买了一汽大众的ID.4 CRO-
ZZ，享受购置税优惠后，还叠加了政府、开发区发放的购车消费
补贴9000元，以及厂商提供的购车礼包。他说：“今年在汽博会上
买车，得真金白银的实惠！”

“听说购车有消费券，我特意定好了闹钟，没想到还真抢到了。”
市民刘畅一直心仪一款新能源轿车，在向销售人员咨询后，得知自
己符合条件可以用券购车，并因此会省不少钱时，当即决定订车。

积极上传资料申请补贴、享受满减消费，成为不少春城市民
这段时间的日常选择。市民享受实惠的同时，消费券也帮助商家
快速“回血”，提振了发展信心。

多重利好 让汽车销售企业“如沐春风”
在政府促销攻势下，各个车企促销也不甘落后。红旗H9置换

最高补贴3万元；沃尔沃S90优惠7.69万元起；进口大众途锐官降
7万元；别克推出了10台特价车，最高优惠6.5折……在本届汽博
会现场，不少车企展台都配备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招揽人气，一些
还在走廊上犹豫的观展者直接被拉着去体验产品。有的车企还直
接把政府车辆购置税减半等利好政策和厂家等促销举措列出清
单，向消费者进行讲解推荐，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在吉利汽车展台，10多款展车前都有观众在争相咨询、体验，
吉利汽车长春龙翔4S店销售总监刘野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始
终挂满笑容。他的喜悦源于在消费券的加持下，他们4S店打了一
场翻身仗。“5月份，政府就发放了一批50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
促销力度比较大，店里顾客明显增多，一扫之前因疫情造成的门
前冷落境况。”刘野说，在参展前，原本心情还有些忐忑，但在汽车
消费券的刺激下，人们的消费热情被激发。截至24日，吉利展台5
家4S店共售车500多台，超出当初制订的销售目标120%。

“政府发放的汽车消费券，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长春
奥宝宝马4S店市场总监刘杰表示，我市发放的汽车消费券在全
市范围内优惠力度可圈可点，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的购车欲望，
也让汽车经销商受益，从而在供需两端实现“双赢”。“汽车消费券
政策的推出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在政府诸多举措的支持下，仅
我们一家4S店在汽博会上单日销量就突破了50台。”刘杰说。

政策加码再加码，福利叠加再叠加，经销商信心十足，消费者
买得过瘾。长春汽博会成了政策落地，拉动消费的最好体现，极大
地提振了消费信心。

“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增加了长春汽博会的吸引力，
128户国内主流厂商和国际知名车企、155个参展品牌都预订了
下一届汽博会的展位，这为我们打造国际一流车展埋下了很好的
伏笔。”长春百瑞集团总裁李敬东说。

1+N的力量 为提振消费“添一把火”
消费兴，经济兴。商业企业自行发起的消费券能够有效带动

自身业绩恢复，而政府层面的消费券则能够快速拉动整个区域的
消费力崛起。

在众多参与的商家和消费者看来，一张张汽车消费券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福利。一张消费券，激活了大市场。在其加持下，大家
纷纷走出家门，走进商圈、汽车4S店、车展现场……不仅可以产
生购车消费，还可以带动金融、餐饮、交通、广告及相关产业等二
次消费，大街小巷显得精气神十足，消费市场焕发出勃勃生机。

“消费券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乘数效应’，可以‘以少带
多’推动社会消费总量的提升，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氛围。同时，
本次消费券重点发放的汽车行业，产业链较长，通过刺激这部分
消费可充分带动起社会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对长春经济保持平
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市贸促会会长徐怀武说。

据统计，本届长春汽博会期间，各大中型酒店入住率均达到今
年峰值，平均入住率较车展开幕前提高65.1%；公共交通运送乘客
增幅155%，出租车（网约车）是平时停靠量的10倍，运送旅客1.8万
人次，比平时增幅125%；餐饮饭店营业时间延长，上座率超过90%，
对提振实体餐饮企业信心，推动餐饮行业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休闲
娱乐业员工返岗率平均达到80%，顾客接待率提高62%，营业收入
增加8成；市内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等主要景
区景点达到平时接待量的3倍至4倍；广告、设计搭建、设备租赁、
快递物流企业业务量增加75%，为社会创造近两万个就业机会。

一张消费券，绘出多赢局面。“短期看，利于提振消费信心，激
发消费热情，加快市场复苏，助力经济企稳；长期看，益于推动消
费市场转型升级，使消费活水源源不断，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一张汽车消费券绘出多赢局面
本报记者 宋 莉 丁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