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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
上汽大众（金华申浙 金华合众 金华之

远）携上汽大众帕萨特、途观、朗逸、凌渡、

POLO等参展，热门车型最高优惠43000元，

购车即享千元大礼包，车展期间订车有奖，百

分百中奖，iPhone7、油卡任性送。

金华福达
你买车，我包油，长安福特最高送2万公

里汽油。

全系更享2年0利率，轻松一站式购车，

就在福特展区。

来长安福特展区送LED手电筒，现场参

与新翼虎转发好友圈活动更可免费领取充电

宝一个（限量300个）。

浙江日通起亚
起亚K2首付6790元起；2年0息，日供

63元。起亚K3首付8380元起；1年0息，日

供81元。起亚K4首付13780元起；2年0息

日供110元。KX3首付9180元起；1年0息

日供98元。智跑首付13980元起；1年0息

日供121元贴。K5首付13680元起，一证贷

回家，2年0息日供130元。KX5首付14280

元起；2年0息日供137元。以上车型均可享

受50%购置税补贴。车展厂家特供，全系厂

价直销，千万钜惠等你来！体育中心东风悦

达起亚展区，赏车购车即送大米一袋！

金华瑞玲
瑞迈——江西五十铃全新皮卡：瑞迈全

系车型“3000元抵6000元”；D-MAX——

首 款 自 动 挡 高 端 皮 卡: 车 展 期 间 购

D-MAX 2驱所有车型享万元购置税补贴；

更有购全系车型送一年常规保养的大礼包

（活动周期9月19日-25日）。

元通斯巴鲁
安心礼：车展购斯巴鲁全系车型，尊享八

年或十万公里免费保养（价值15000元）。

鉅惠礼：车展推出车展特价车，最高现金

优惠28000元（不与其他优惠同享）。

置换礼：任意车型置换斯巴鲁，尊享

2000元置换基金。

车改礼：车展期间公务员、教师、企事业

机关单位员工等购傲虎、力狮再享4000元车

改补贴。

车贷礼：部分车型尊享首付50%，12期零

利率；首付30%，24期36期低利率金融方案。

精品礼：购傲虎赠送1800元斯巴鲁原厂

精品五件套。

幸运礼：现场参与斯巴鲁厂家购车基金，

最高可享4999元购车基金。

介绍礼：斯巴鲁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成

功购车，均可赠送常规保养1次。

惊喜礼：车展定车可参加大富翁游戏，千

元油卡、工时、礼品大放送。

分享礼：车展期间微信发送6张你与斯

巴鲁汽车的合影分享到朋友圈，并集齐66

赞，赠送斯巴鲁定制文化衫（送完为止）。

东风日产
感恩一重礼：全车系金秋特供版，全新天

籁金秋特供版钜惠35000元，新轩逸金秋特

供版钜惠2800元，新蓝鸟金秋特供版钜惠

15000元等。

感恩二重礼：税息全免。10月底国家购置税

减半，东风日产限时1.6L部分车型税息全免。

感恩三重礼：限时试驾送红包，扫码试

驾，赢取至高999元大红包。

感恩四重礼：9—10月，增换购东风日产

部分车型，高价回收旧车。

感恩五重礼：车展期间老车主介绍亲朋

好友成功购车，送300积分（1积分=1元）。

感恩六重礼：现场免费爆米花、棉花糖、

留资礼、互动礼、签到礼、订车礼、订车抽奖更

有火辣空姐秀。

金华泓和华晨中华
金华泓和华晨中华车展期间交100元意

向金，可保留车展政策到10月份，订车时可

置换500元油卡、价值168元的女排签名排

球一个！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车展有礼放心购：

1、分享礼：将喜欢的车型拍照留念，并

且分享朋友圈，既可领取价值15元指甲剪套

装礼盒一个。

2、订车礼：凡现场订车客户，即可领取

价值398元精美订车礼一份！随订随送！

3、提车礼：车展期间，购车还可参与大

转盘抽奖游戏，百分百中奖，工时券、行车记

录仪任你拿！

4、安心礼：车展购中华全系车型，尊享

三年六万公里或五年十万公里免费保养。还

有万元大礼包等着你！

金华九华奔驰
1、奔驰新Vito荣耀上市，创新价29.9万

起，全面接受预定！订车即享豪华大礼包！

2、奔驰V级48.9万元起，领航版首付

13.9万元“贷”回家！指定车型送60000公里

免费保养！

3、九华房车特惠金融，首付30%，36期

超长还款！最高优惠20万元！

4、百奔之王——巴博斯，S级超高品质，

邀您品鉴！60S车展钜惠108万元仅此一辆！

金华骏宝行
1、随手礼：凡来金华骏宝行车展现场看

车均可领取BMW精美礼品一份。

2、金蛋礼：现场订车砸金蛋，BMW登机

箱、双肩包等豪华大礼等你抽！

3、政策礼：购全新 BMW X1 和创新

BMW2系旅行车指定车型，可享受1.6L及

以下排量购置税减半政策。

4、新车礼：车展期间，完成现场订单，即

可领取价值4000元新车专属礼包一份。

5、老友礼：通过老客户介绍完成订单，

即送售后保养大礼一份。

通用别克
一重礼：到别克展位赏车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二重礼：现场定车即可参与砸金蛋，100%中奖；

三重礼：到场留资即送爆米花一桶；

四重礼：手机摇一摇，微信赢大奖；

五重礼：别克全系购车享0利率金融政策；

六重礼：置换别克指定车型可享万元现金补贴；

七重礼：别克8大车系41款车型，享购置税减半；

八重礼：购新昂科拉即享20000元现金折

扣，4大豪华礼包；

九重礼：老客户转介享受500元工时费

●具体优惠政策以车展现场为准

2016金华第十三届汽车展即将开幕

车展部分商家优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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