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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绍兴第四十届中国轻纺城（秋季）汽车博览会
部分参展商促销信息一览表由车商提供

（排名不分先后）

9 月 18-21 日 柯桥国际会展中心
■绍兴保时捷中心
保时捷纯电动跑车 Taycan，首付低至 13.32 万
元起，月付低至 1.35 万元起，无忧人生精彩先享详
情敬请咨询绍兴保时捷中心。
销售热线：0575-88179911
■绍兴博骏玛莎拉蒂
玛莎拉蒂新 Levante 豪华 SUV，80.98 万元起。
销售热线：0575-89586666
■宝利德奔驰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现已上市！最长 48 期贷款
期限。
地址：柯桥区金柯桥大道 2788 号
详询柯桥店：0575-81166888
■宝晨宝马
买宝马到绍兴宝晨，2021 柯桥秋季车展绍兴宝
晨宝马全擎出击。
咨询热线:0575-85687777
■绍兴泓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泓宝行宝马全系车型亮相车展
车展购车赠送 16600 元大礼包：1、豪华订车礼：
享价值 3000 元车衣抵用券、价值 2000 元油漆券；2、
置换/重购礼：享价值 3000 终身保养抵用券；3、金融
礼：办理金融按揭，享 3 年悦然焕新；4、装璜礼：购买
装璜套餐满 1 万元，赠除味 SPA 一次，背包一个。
详情：0575-86561888
■宝利德林肯
宝利德林肯柯桥车展豪礼倾情矩献！购车即享
0 利率、低首付！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三剑齐发！
地址：袍江康宁东路 98 号
详询：0575-88662222
■裕盛长安
长安/UNI 金秋钜惠，放“价”柯桥，至高万元现
金置换，更有三年低利率，低首付多种金融方案。
销售热线：0575-89182929
■威马汽车
智行金秋，大显神威。购小威即送小威专属雨
伞、行李箱、抱枕被。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袍江汽车城丁港横路 11 号
销售热线：0575-88800018
■广汽丰田
广汽丰田赛那全面接受预定，
详询柯桥冠松丰田。
销售热线：0575-81103188
■豪庭吉利
吉利九月超吉淘金季 C27 展位我们等着您！
销售热线：0575-88157878/85655568
■北京现代
北京现代约惠九月，第五代途胜 L-至高 8000
元现金置换补贴，送全险；第七代伊兰特-终身免费
保养，低首付 3 年 0 利息“带”回家；库斯途-中国家
庭的新派只能出行体验，即将耀目上市。
详询元通北京现代袍江韩通店 0575-88175858
■英吉吉利
中国星·旗舰 SUV 星越 L 享 4.5 年或 12 万公里
免费基础保养、5 年或 15 万公里质保、贴息、置换等
政策。
销售热线：0575-88376699

■东风日产绍兴柯城店
B1 展位，车展期间订购东风日产任意车型，至
高抽双开门冰箱、55 寸液晶电视机；全新奇骏，全域
登临，欢迎品鉴；置换礼：至高享万元现金补贴。
销售热线：0575-85666111
■绍兴和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星·旗舰 SUV 星越 L 现已全球上市！欢迎
到店品鉴，一鉴即“星”动！超吉淘金季，好车我们
要吉利，欢迎莅临绍兴和通吉利汽车展位。
咨询热线：0575-88730700/887173339
■领克汽车
礼享生活季 领克汽车嗨购狂欢，购车尊享免
息金融；终身免费质保、终身免费数据流量、终身免
费道路救援；至高 4000 元现金置换补贴等多重福
利，等您来撩！
绍兴骏高领克中心
地址：绍兴袍江袍中北路 515 号
销售热线：0575-88153000
绍兴骏茂领克中心
地址：柯桥金柯桥大道 2805 号
销售热线：0575-88759956
■长安马自达
青春无忧贷低首付、低利率、低月供；畅享至
高，36 期 0 利率。
销售热线：0575-88948888
■上汽大众
礼遇金秋，焕“新”而至，上汽大众秋季车展期
间购车享低首付 2 年 0 利率等优惠金融方案，爱车
轻松“贷”回家；置换至高享万元现金补贴；买车，就
选上汽大众！
柯桥三匠
地址：柯桥万达广场以东 200 米
销售热线：0575-85527768
绍兴申浙
地址：绍兴袍江康宁东路 13 号
销售热线：0575-88655555
绍兴富众
地址：绍兴越城区霞西路 226 号
销售热线：0575-85159098
浙江众会
地址：绍兴城南凤凰路 349 号
销售热线：0575-88229996
■绍兴迪远比亚迪
绍兴迪远王朝全系车型热销中！
地点：袍江汽车城丁港直路 33 号
销售热线：0575-88370888
■华泽丰田
“百万礼赞，用新盛放”绍兴华泽丰田感恩迎新
季！购车全系赠送 4 年或十万公里机油，行车记录
仪，全车贴膜。
更多惊喜请详询：0575-84904998
■小牛新能源
奇瑞新能源全系整车终身质保，
售价5.99万元起。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东池路 52 号
销售热线：0575-88135581

■绍兴雅通比亚迪
纯电精品来袭！比亚迪海豚萌动上市，全系标
配刀片电池，直上绿牌出行无忧，指导价：9.38 万起
（综合补贴后）！
地址：袍江汽车城丁港直路 33 号
销售热线：0575-88030668
■广汽传祺
广 汽 传 祺 影 豹 ，引 爆 中 国 速 度 ！ 9.83 万 元 起
售，享至高 5000 元置换补贴券！
销售热线：0575-88931111
■上汽大通
上汽大通全系享 18 期 0 利息，轻客最高享 5000
元置换现金补贴。
销售热线：0575-85579898
■绍兴骏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欧尚 X7plus 预付 2199 元抵 4199 元车款，,5 年
或者 10 次全国联保免费基础保养。
销售热线：0575-88167111
■绍兴骏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风神奕炫智能轿跑 6.49 万起，首付包牌低至
888 元，风神奕炫 GS 智能 SUV7.49 万起，首付包牌
低至 3888 元起，旗舰级宽体家轿奕炫 MAX，3 年免
息，置换额外补贴 10000 元现金，一张驾驶证、一小
时提车。
销售热线：0575-88166111
■绍兴宝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 580，首付低至 888 元起。一张身份
证，一小时提车。2022 款风光 500 全新上市。
销售热线：0575-88167668
■星途
全系享终身免费基础保养，享至高 10000 元现
金置换补贴，享 3 年 0 息金融政策。
销售热线：0575-88150066
■荣威
现金优惠至高 25000 元，享至高 12000 元现金
置换补贴，享 3 年 0 息金融政策。
销售热线：0575-85502019
■绍兴君驰几何新能源
C+升级，实力加成！购几何 C、几何 A Pro 享
终身免费保养、终身三电质保、贴息、置换等政策。
销售热线：0575-88373030
■江铃汽车
福特领界，99 元下订，可享受 2099 元/台购车抵
用券；福特领裕，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 3 年免
费道路救援，终身免费数据流量；福特全系乘用车，
享受 24 期、36 期 0 利率贴息政策。
销售热线：13676880170
■广汽三菱
全系现车供应，综合优惠 2 万起，首付 1 元起，
最高 5 年贷款，同品置换至高享 10000 元现金补贴。
销售热线：0575-88223030
■东南汽车
全系现车供应，DX5 7.69 万元起，DX7 11.99
万元起，首付 1 元起，购车享终身免费保养
销售热线：0575-88223030

(品牌以现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