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车展模特在进行开幕前的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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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大礼包”来啦，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些品牌为你带来优惠政策，心动不如行动，快来选购你心仪的爱车吧

2019湖南车展于5月8
日至12日在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长沙世界之窗旁）举
行。据悉，本届车展，各参展
商为广大车迷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看车购车“大礼包”，
还有不少特惠新车和特价
车。记者收集了部分参展品
牌的购车优惠政策，发现自
己心仪的车和心动的价格，
就赶紧去湖南车展把它开
回家吧！ ■记者 胡锐

捷豹路虎

国产系列23.8万元起，进口系
列36.8万元起； 购车享6年超长保
修保养；按揭购车享2年0利息，首
付低至20%；订车送2000元油卡。

林肯

全新林肯航海家38.88万元
起，限时钜惠高达2.5万元，日供
低至24元，购车送8000元装饰大
礼包，享林肯金融零息政策，终身
免费保养，4年免费质保； 林肯
MKC�27.98万元起， 贷款包牌价
仅9.9万元起，综合优惠高达4.5万
元，日供低至21元，购车送8000
元装饰礼包， 享林肯金融零息政
策，终身免费保养，送两年8000元
商业险。

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ATS-L钜惠10万
元，19.88万元起售；SUV�XT5首
付低至3.19万元起；CT6享3年零
利率优惠。

雷克萨斯

全新LS最高优惠10万元，全
系车型首付低至4.3万元； 雷克萨
斯RX、ES少量现车供应， 不限品
牌车型置换、现金补贴，老客户转
介绍送油卡。

沃尔沃

XC40：5年保养+5年质保+5
年VOC随车管家， 预售26.5万元
起，20%首付，18期零利率；XC60
首付8万元起（购车享原厂2年延
保+3年保养），送2年保险；XC90：
49.9万元起，36期零利率，5年超长
质保；V90CC：39.9万元起，36期
零利率。

Jeep

自由光享终身保养； 指挥官
综合优惠最高3万元；大指挥官综
合优惠最高3万元；指南者综合优
惠4.9万元； 专享5万元置换补贴；
大切置换首付10万起； 自由侠
13.48万元，首付2万元起贷；进口
牧马人42.99万元起。

东风雷诺

车展全系最高钜惠 3.5万
元； 科雷嘉最低首付2.68万元，
日供101元， 送3000元保险代金
券；科雷傲最低首付3万元，日供
115元，送5年10次免费保养；置
换最高享6000元补贴；卡缤原装
整车进口，钜惠3万元，送5年10
次免费保养；ESPACE原装整车
进口钜惠3万元， 送5年6次免费
保养。

荣威
荣威 i5综合优惠2.3万元，i6

综合优惠3万元，RX5综合优惠3.5
万元。

东风标致

308：7.97万元起， 首付1.6万元；
408：11.97万元起，36期免息；新一代
508L： 订车即享运动新潮礼；5008：
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3年零利率；
4008：首付3.2万元，日供76元，至高享
万元置换补贴；2008：9万元。

DS

DS7：7年7万公里免费保养，7
年10万公里免费质保，7年免费道
路 救 援 ，24 期 零 利 息 ；
DS6/DS4S/DS5LS/DS5中期改款
全系车型7.5折起。

进口大众

全新高尔夫旅行轿车车展钜
惠4.03万元，全省限量50台；夏朗
最高优惠2.6万元，尊享首付五成、
一年零月供；全新一代途锐直降3
万元，更享万元置换补贴；第八代
进口迈腾旅行版-蔚揽钜惠1.4万
元， 还尊享首付五成、 一年零月
供；经典甲壳虫最低16.88万元起；
全新一代途观20多万元起售，尊
享首付五成、一年零月供。

一汽大众

零元置换新车；首付最低1.62
万元； 老客户购买一汽-大众新
车， 享300元维修保养代金券及
3000元俱乐部积分。

上汽大众

途观L车展综合钜惠3.9万元；
朗行车展钜惠3.7万元； 途岳车展
综合优惠1.6万元； 朗逸车展综合
钜惠2万元，享2年零利率。

长安福特

全系车型最高优惠 4.5万
元， 首付仅需3800元，24个月零
利率，3年超低利率； 老荐新购
车，可获福特定制礼包1个；享原
值置换+3888元精品大礼包。

别克

昂科威、君越、英朗、威朗综
合优惠至高5万元。

一汽丰田

威驰FS�5.98万元起，威驰700
万达成纪念版钜惠1.7万元； 双擎
E+官降4000元， 两年免息/首付
15%低息； 卡罗拉可享两年低利
息，综合钜惠1万元，置换补贴可享
2000元，首付低至2万元起，卡罗拉
700万达成纪念版钜惠1.5万元；3
台奕泽特惠专供，先到先得，奕泽
综合钜惠1.5万元，700万达成纪念
版钜惠1.4万元， 旧车置换享补贴
2000元； 荣放RAV4享7000元置
换补贴，综合钜惠3万元，首付低至
5万元起， 首付五成享2年0利率，
700万达成纪念版钜惠3.5万元；车
展期间订购亚洲龙AVOLON一年
免息或者两年/三年低利息， 最高
享6000元置换补贴，4年10万公里
免费基础保养； 皇冠700万达成纪
念版钜惠2.8万元。

一汽马自达

全系综合优惠至高3万元；购
车即送价值3000元品质提升计划
三选一(保险基金、金融基金、科技
版配置)；轻松购车礼：购车可享受
首付5成18期免息，最低首付可低
至1成起， 一张身份证轻松贷；旧
车置换享 6000-8000元现金补
贴；购任意车型即享5年10桶全合
成机油； 公务员购车可享2000元
现金补贴；建行、南航、华为、人保、
顺丰、平安集团、阿里巴巴员工购
车可享3000元现金补贴； 成功购
车可进行抽奖，百分之百中奖。

东风日产

购车享至高12万元3年零利
息贷款，更有置换万元大礼包。

东风悦达起亚

新智跑综合优惠高达14000
元，K5�PRO综合优惠高达15000
元。

北京现代

全系车型最低零首付， 最高
可享3年零利息，最高可送6000元
全车险， 旧车置换最高送5000元
置换补贴， 老客户转介绍送现金
抵用券。

广汽三菱

全系车型尊享2年0利率，推
荐朋友购车可获赠额外豪礼；网上
留资到店购车可额外享受千元大
礼包；所有车款车型享两证（身份
证、驾驶证）轻松贷，劲炫购车享5
年 15次免费基础保养 ； 祺智
PHEV/祺智EV购置税全免，置换
祺智补贴最高可达5000元，购祺智
送专属充电桩；进口帕杰罗最高可
优惠6万元， 置换最高可享8000元
大礼包；新劲炫ASX直降2.5万元，
提供5年或10万公里质保及终身免
费常规保养，置换即享有2000元补
贴，尊享购车5年15次常规保养；奕
歌直降8000元， 首付1.08万起，置
换即享有2000元补贴， 尊享5年或
10万公里整车质保；19款欧蓝德全
系16项升级，优惠12000元，置换
补贴可达3000元。

广汽本田

缤智特价综合优惠高达3万
元。

广汽丰田

全新换代雷凌首付20%，尊享
3年零息； 凯美瑞尊享3年零息；凯
美瑞双擎尊享2年零息，4年或10
万公里免费基础保养； 全新雷凌
双擎首付50%， 尊享2年零息；丰
田C-HR， 首付20%， 尊享3年零
息；致炫首付1万元，可享汽车下
乡补贴；致享首付1万元，可享汽
车下乡补贴。

雪佛兰

科沃兹综合优惠高达2.5万
元，SUV探界者综合优惠高达3.5
万元，另任意车型置换迈锐宝XL，
即享4000元现金补贴。

广汽传祺

全系首付1万元贷回家，传祺
GS3：5.98万元起；传祺GS4：综合
优惠4万元，4年零利率；GS5：2年
零利率；GS7：2年零利率；GS8�：2
年 零 利 率 ；GA4：2 年 零 利 率 ；
GA6：2年零利率；GA8： 2年零利
率；GM6：2年零利率；GM8：日供
28.8元，尊享豪华级MPV。

斯柯达

全系车型尊享24期/36期零
利率，最低首付2成；特供1.4T速派
员工指标车，享7折优惠；斯柯达
野帝、明锐旅行车7.5折；昕锐最高
综合优惠1.5万元， 明锐综合优惠
2.2万元， 速派综合优惠2.5万元，
柯米克综合优惠0.4万元， 柯珞克
综合优惠0.8万元， 柯迪亚克综合
优惠1.7万元。

北京汽车

多重好礼+全系车型免息贷
款+最高2万元下乡补贴， 越野
BJ40PLUS首付低至6666元；智
行、智道终身质保；全系车型最高
优惠高达3万元。

吉利汽车

全新帝豪5.88万元起，综合钜
惠至高2万元，36期零息； 帝豪GS
综合钜惠20000元， 购置税全免+
交险，置换补贴至高3000元；远景
X3幸福版4.59万起， 至高3000元
购车现金优惠，享24期零息，至高
贴息3800元；博瑞GE超值置换补
贴1万元，36期零息， 贴息至高
9000元； 吉利嘉际高端精品家用
MPV，享18期零息，60期低息，享
4000元置换补贴， 增购补贴高达
1500元（不限车型）。

比亚迪

全新一代宋（燃油版），车展
期间限量66台， 最高优惠2万元；
元 EV535、 元EV360首付低至
15%，至高享30期零息，最高60期
超长贷； 全新一代唐EV置换享最
高1万元补贴；车展购车续享2018
年新能源补贴政策； 全新一代宋
（燃油版）最高直降2万元。

奔腾

全系订车即送三年保养；T77
两年免息，首付8888元起；X40综
合优惠1万元， 首付5999元起；
X80零元提车， 包牌包税包保险；
B30优惠6000元，首付2999元起；
B50优惠8000元，首付2999元起。

欧拉

欧拉 iQ进取型 107800元 ；
智 联 型 114800 元 ； 智 享 型
119800元； 欧拉R1灵趣家庭版
72800元；灵智家庭版77800元；
女神版79800元； 车展期间，所
有R1订单赠送脚垫 ，iQ订单赠
送膜和脚垫 ， 所有精品套餐 9
折，单品8折。

哈弗

哈弗至高钜惠2.8万元， 最低
6.6万元起； 二手车置换最高享
9000元补贴；F7x极智潮玩版售价
11.99万元-13.49万元；F7x极智科
技版售价分别为13.69万元、14.39
万元，哈弗F5售10万元-1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