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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介绍
1）为何升级为“豫西国际车展”？

2）展会概况

3）支持媒体

4）主办单位介绍

5）往届展会规模及成果



1、连续举办车展15年，办展规模庞大、汽车品牌众多、宣

传覆盖广阔，直接影响1400万豫西民众，引领豫西地区车市

潮流。

2、洛阳作为豫西中心城市，河南省副中心城市，是国务院

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

市，升级并举办2017中国豫西（洛阳）第16届国际名车展

我们责无旁贷！

十五年大展为何

升级为“豫西国际名车展”？



展会概况

主      办：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洛阳广播电视台

承      办： 洛阳报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洛阳方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

洛阳日报   洛阳晚报   洛阳商报   

洛阳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频道  洛阳广播电视台移动电视频道     洛阳广播电视台科教政法频道  

洛阳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         洛阳九县电视台        洛阳广播电视台中网

FM88.1洛阳新闻广播      FM92.7洛阳交通广播         FM106.5洛阳城市车广播     

洛阳网   河图网   洛报集团微矩阵   洛阳手机报

腾讯网  大豫网  今日头条  楼宇电视   户外大牌  城市LED大屏 

汽车之家  易车网  太平洋汽车网   河南省18地市汽车媒体联盟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十多年的办展
经验和专业的办展团队,国内30多个大中城市举办众多国际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汽车展览；每年独立或
参与主承办的展览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深耕洛阳37年，拥有巨大的传媒资源，至今连续举办车展15年。集团现为洛阳市文
化产业协会会长单位，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地市报业集团首位、全国地市报业集团前列。我们继续秉持
“高位思考、精耕细作、团结创新”的洛报精神，以壮大传媒影响力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
阔步向着“构建现代传媒集团、打造一流文化企业”的目标挺进中。

洛阳广播电视台

洛阳电视台1975年9月正式开播，全国首批建立的城市中心台，2009年12月，合并成立洛阳广播电视
台；现有五个电视频道、五个广播频率，实现采、编、播设备数字化和硬盘播出。 

主办单位介绍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展会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

百余个汽车品牌参展、规划展车位千余个，观展人次超20万。 

2016中国洛阳第15届国际名车展4天售出汽车3341辆，成交额超4亿元。
2016中国洛阳第13届金秋汽车博览会4天售出汽车3128辆，成交额超4.2 亿。

往届展会规模及成果



二、宣传推广

1）洛阳市市区宣传

2）九县及乡镇宣传

3）18地市联动宣传



市区宣传

电视、电台、报纸、微矩阵

公交站亭广告、高档社区道闸

公交车内拉手广告、社区LED大屏

户外大屏、大牌、今日头条、

腾讯、洛阳网、中网

县区宣传

墙体广告

户外大牌、城际公交

县区电视台、广播

报纸派发

宣传单页、短信群发

18地市联动宣传

纸媒、微信

报纸派发

户外广告

公交站亭

网络



洛阳市区、县区宣传



18地市联动宣传



三门峡、焦作、平顶山等洛阳市

周边18地市汽车媒体联盟联合推

广车展，使豫西车展的影响力更

大、辐射范围更广。

18地市汽车媒体联盟宣传



《洛阳日报》是洛阳市委机关报，日发行量15万份

《洛阳晚报》是新一代都市型晚报，发行量20万份

《洛阳商报》是洛阳地区唯一的经济生活类报纸，日均发行量6万份左右，是洛阳报业市场经济领域的专业龙头

《洛阳手机报》为洛阳手机用户提供“第一时间、无线阅读、图文并茂、超大容量”的贴身资讯。

报纸媒体宣传

以上主流报媒，将为本届车展提供价值330万的广告宣传



媒体 洛阳日报

自宣排期日期 2月22日—3月26日

数量 20个版

规格 1/4 版

总价值 120万



媒体 洛阳晚报

自宣排期 2月22日—3月26日

数量 30个版

规格 半版

总价值 190万



媒体 洛阳商报

自宣排期 2月22日—3月26日

数量 6个版

规格 半版

总价值 20万



新闻资讯频道

移动电视频道

科教政法频道

都市生活频道

中网

洛阳电视台 
广播

县区电视台 现场宣传

广播电视宣传

以上广告，总价值累计约150万

FM88.1 洛阳新闻广播

FM106.5洛阳城市广播

FM92.7 洛阳交通广播

偃师市、孟津县、

新安县、洛宁县、

宜阳县、伊川县、

嵩县、栾川县、

汝阳县

车展开幕式电视直播

车展开幕式微信直播

车展现场DJ说车

门票抽奖电视直播

模特走秀



媒体类别 投放周期 媒体 覆盖范围 投入

广播 2月22日—3月26日

FM88.1 洛阳新闻广播

FM106.5洛阳城市广播

FM92.7 洛阳交通广播

洛阳市 30万元

电台宣传



今日头条广告投放洛阳市区及周边城市精准投放曝光130万人次，

收集购车意向客户信息2000余人。

总价值：100000元

今日头条



腾讯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体，作为门户网站的代表，腾讯弹出窗口和腾讯新闻主

页广告也是每一个用户上网获得实时信息的重要渠道。

总价值：100000元

腾讯广告投放



洛阳网、中网

洛阳网、中网作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和洛阳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两大互联网媒

体，在车展期间全力向网友发送车展相关信息，为车展人气造势。



位置：西苑桥、牡丹桥、洛阳桥、机场、中央百货

播放频次：每天不低于140次，每次15秒

总价值：150000元

LED户外大屏宣传



位置：洛阳30个繁华地段、高档小区道闸

总价值：120000元

社区道闸宣传



位置：洛阳市区繁华地段500个公交站亭、站牌

总价值：200000元

公交站亭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微距阵旗下有20多个微信公众

号，总粉丝量有300万，是洛阳首屈一指的微信

公众平台。豫西车展期间，洛报集团微距阵对其

进行全方宣传。

微信-微矩阵



位置：共100辆城际公交的视窗、看板集中宣传

总价值：20000元

城际公交



位置：洛阳市区40个社区电子屏

播放频次：每天120次以上，每次15秒

总价值：30000元

社区电子屏



公交车内看板：市区50辆公交车 

座椅靠背：市区50辆公交车 

总价值：40000元

市区公交车内宣传



位置：在市区公交车主要线路投放车内拉手广告

总价值：30000元

公交车拉手广告



地点：洛阳市九县共刷墙体广告450块。

总价值：50000元

县区墙体广告



县域是非常重要的购车群体区域，相较于市区，县域公交站牌广告是更为直观、

有效的宣传方式。

总价值：50000元

县域公交站牌宣传



三、活动推广
1）实景红包

2）我为车展代言

3）金牌销售顾问评选

4）门票抽奖

5）无底价车拍卖

6）大v群体专属看车团

7）车牌靓号拍卖



          实景红包金额：20000元

2017年春节支付宝公布了“AR实景红包”的玩法。AR实景红包基于“LBS＋AR＋红包”的方式，用户在发、

抢红包时，都需要满足地理位置和AR实景扫描两个条件。相比于既有的红包形式，互动性和趣味性都强了很多。

本届车展组委会将在现场藏若干红包，吸引更多市民走进车展，实现来车展买车乐趣也更多的目的！



• 活动对象：参展车商

• 活动内容：参展车商员工手拿写着2017中国豫西（洛阳）第16届国际名车展名称、时间、

地点和宣传语（不限），连续转发10天可免费领取车展门票10张。

• 活动时间：2017年3月8日至3月22日



• 活动对象：参展车商销售人员

• 活动内容：每家车商向组委会推选两名销售人员，通过他（她）们的精神面貌展现品牌风采，组委会将通过微信

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排名前十位的销售人员将颁发证书和奖品，还可获得《洛阳晚报·汽车周刊》的1/4版的专访

资格。排名第十一名至二十名的销售人员，组委会将颁发证书以及报纸展示的机会。

• 活动时间：2017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为报名阶段；3月1日至3月20日为投票阶段；3月23日在车展主席台进行颁奖。



活动对象：所有购买门票的消费者

活动内容：消费者购买本次车展门票，填写“抽奖联”信息后，投入门票抽奖箱，均可参加抽奖。

活动时间：2017年3月23日至3月26日。



活动介绍：组委会将征集6辆特价车，在主席台进行无底价拍卖。

活动时间：每天10点、15点各1场

活动规则：市民竞拍，0元起拍，每次叫价差价不低于100元。

参与方式： 参展商自愿报名，车型不限，竞拍的消费者需缴纳拍卖押金。

报名截止时间： 3月12日



    本次车展现场将邀请数十个高端优质群体，并组织专属看车团。如国学群、读书会、

各界大咖群等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的优质会员，组委会将面向社会征集部分群体，

并通过层层筛选，最终挑选出若干优质群体，组织车展VIP群体看车团。



       本届车展将与车管所、拍卖行合作，每天1个时间段将推出靓号进行现场拍卖。实现“买车选

号”一条龙服务，让跟多的消费者关注车展，并促进车展现场汽车销售。



四、展会规划
1）场地规划图

2）展区划分

3）布展要求

4）其他要求



场地规划图



展区划分

01

进口车篷房区

02

坦克、摩托展示区

03

新能源汽车展区

商务车、合资品牌、自主品牌区 二手车展示区汽车用品区

04 05 06



布展要求

布展时间：2017年3月18日12时-3月22日20时
撤展时间：2017年3月26日19时-27日8时
布置须知：

1、参展商必须在展位内配备4个以上灭火器。

2、参展产品拆卸包装后，包装箱、碎纸、木屑等易燃包装物必须及时清理，不得在展位背板后面

存放包装箱等杂物，包装箱等请存放于指定位置。

3、参展商在用电时必须做到下线穿管，上线隐藏，接线须用端子，靠近金属行架和地面要用电工

胶布封好，必须使用漏电保护装置。

4、供电方式：交流电  220V  ≤2000瓦
5、由于电源问题导致的停电、电压不稳，对展品展示和装置产生损坏的，组委会不负此责任，为

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请参展商配合组委会做好预防措施。

6、禁止使用氖气设备，尽量使用安全系数较高的荧光灯、高压水银灯。

7、禁止使用消防部门认定的高温灯具装置。

8、组委会将提前划分展区分布线，布展不能超出划线部分，如违反此项，一经发现，无条件拆除。

自行搭建展位，总高度不得超过5.5米（厂家标准展架除外）。参展商可参照展位图预定展位搭建

展位，但组委会有最终调整的权力。所有参展商必需服从统一安排，严禁私搭乱建。



其他要求

1、参展商应尽量减少现场表演所产生的高热、烟花、粉尘等；

2、参展商进行产品的展示和其他推广活动必须在自己的展位范围内进行，严禁在通道、过道内进行

各种活动。参展商使用音响等设备时不得超过80分贝，否则，组委会有权停止参展商的用电等；

3、车展期间，3月25日和3月26日上午全时段静音；车展四天中午11:30-15:00静音。

4、若在现场表演过程中对人员及财产造成损害的，一切后果由参展方负责。

5、展厅内，严禁使用或展示易燃、易爆、辐射及有毒物品或其他危险品。

6、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参展商不得为展区内的车辆加满油，原则上车辆储油量不得超过1/5油箱。

7、展厅内展示车辆严禁发动。如遇特殊情况，须获得组委会书面认可，同时参展商必须确保所有展

示的运转机器由专业人员操作，避免参观者或其他未经许可人员操作。

8、展位不得转租、转让，一经发现，组委会有权收回展位，且不退还展位费。

9、车辆调换时间：8:00——9:00       18:00——19:00   其余时间段禁止车辆出入。



五、资费标准
1）报馆程序

2）展位费

3）电费

4）特装费

5）参展押金

6）叉车费

7）搭建加班费



报馆程序



展位费 收费标准

1、室内区域收费标准：每平方米850元

2、室外区域收费标准：每平方米550元

注：A、每个展位面积为25平米（5米X 5米）

        B、每一家参展4S店需要另外购买户外围挡一块，

               围挡价格2万元/块，规格为10米X 2.4米。       

      



电费 收费标准

电力接驳费3000元

请自备50米-100米电缆。



特装管理费、卫生费

特装费：15元/平米

卫生费：1.5元/平米



叉车费 收费标准

12米以下货车收费3000元

13米-15米货车收费4000元

15米以上货车收费5000元



参展押金  资费标准

每家参展商在布展前，需要缴纳3000元参展押金。

凭“撤展押金保证卡”方可进场布展。

在车展结束后，由场地方工作人员对场地进行验收，

没有损坏地砖、树木等公共设施，

凭“撤展押金保证卡”在车展结束1周后，退还押金。

如有损坏公共财物，则按照场地方赔偿标准从押金内进行扣除。



搭建加班 收费标准

加班时段：18:00—24:00      1200元/天

加班时段：0:00——8:00       2000元/天





感谢在场各位的耐心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