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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

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活动

总结报告

2020 年 10 月 23 日—25 日,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

农村部、商务部指导下，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海南省新能

源汽车促进中心、海口市商务局、振威展览股份共同主办，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2020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

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活动”，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展会活动得到了海口市人民政府和海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海

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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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活动展出面积 35000 ㎡，近 100 家企业参展，

上百款车型 500 多辆新能源汽车同台展示，其中 17 家企业

参与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展示车辆超过 50 辆。经组委会

初步统计，展会活动三天共接待专业观众和市民 28000 人次，

现场成交购车订单 426 辆，成交金额约 5000 万元，企业参

展效果明显。

本次展会活动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的指示精神，落实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三部

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部署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新能源汽

车下乡，促进汽车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升级，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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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展会活动期间，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丹阳、副秘书

长孙世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副司长陈克龙、二级调

研员白华，农业农村部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副站长吴晓春、

处长李惠斌，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副处长魏凯，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

师许海东，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林敏、副厅长

师敬伟、汽车处处长徐涛，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罗东，

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崔剑、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建国，海

南省交通运输厅运输与物流管理处处长王风，海南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副局长邱雨，海口市政协副主席刘辉平，海口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黄燕，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蔡俏、副局长孔德

华、副局长温建国，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蔡

胤彦，海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陈文，海口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三级调研员温李卿，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副

支队长吴卫忠，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腾，海南省新能

源汽车促进中心主任钟东，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上

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云啸、比亚迪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亮、海南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梁翠、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志佳、

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监唐福意等 50 多

位国家部委、海南地方政府领导和嘉宾莅临展会活动现场参

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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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上午，沈丹阳副省长（前排中间）一行参观考察展会活动

10月 23 日上午，孙世文副秘书长一行参观考察展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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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嘉宾参加展会活动开幕仪式

参会人员观看万钢副主席视频录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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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龙副司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刘宏副秘书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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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敬伟副厅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孔德华副局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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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海东副总工程师介绍参加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企业车型和优惠政

策

陈亮副总经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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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云啸副总经理发言

梁翠副总经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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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齐聚，国内外知名企业集中亮相

为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引导农村居民出

行方式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今年 7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三部门发布《关于开

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安排海南省海口市等 4 个

城市举办新能源汽车下乡专场活动。本次展会活动是全国新

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第三站。

据统计，现场共有比亚迪、吉利、北汽新能源、上汽通

用五菱、上汽荣威、奇瑞新能源、长安新能源、东风汽车、

一汽奔腾、江淮汽车、长城欧拉、江铃新能源、野马汽车、

威马汽车、合众新能源、云度新能源等 17 家企业品牌多款

车型参与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活动。活动期间，多个

车型优惠幅度超过 1 万元，最高的达到 3 万元。

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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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宏光

长安奔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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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新能源

北汽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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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

吉利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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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欧拉

哪吒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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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汽车

云度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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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荣威

一汽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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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汽车

威马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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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参与品牌及车型，保时捷、

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日产、通用、讴歌、

英菲尼迪、雷克萨斯等国际知名品牌，红旗、广汽新能源、

几何汽车、福田智蓝、上汽大通、陕汽轩德、上饶客车、华

晨金杯等自主品牌和特斯拉、蔚来、理想汽车、小鹏汽车、

零跑汽车等新势力造车在本次展会活动悉数亮相。展示产品

除新能源乘用车外，还有新能源商用车、专用车及充电桩等

配套产品。

三、权威媒体集中报道，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活动

引各方关注。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特别

是海口市商务局的协调下，展会活动举行期间，新华网、人

民网、央广网、中国网、中新社、中国汽车报、新浪网、凤

凰网、今日头条等中央级和全国性权威媒体，海南日报、海

口日报、南国都市报、海南特区报、海南电视台、海口电视

台、海南新闻广播、海南交通广播、海南音乐广播、海口交

通广播、海口音乐广播、南海网、海南在线、海口网、海广

网、海口发布等海南当地媒体，中国汽车报、汽车纵横、凤

凰网汽车、搜狐汽车、第一电动车网、中国新能源网、新能

源汽车产业网、中国新能源汽车网、中国新能源车网、亚洲

新能源汽车网等行业知名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对展会活动进

行现场采访和追踪报道，海南新能源车展知名度和影响力进

一步提升。

海南音乐广播更是在展会活动期间举办“焕新消费季暨

2020 新能源汽车粉丝嘉年华”主题活动，并对展会活动进行



19

了持续三天的现场直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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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体报道链接：

1、新华社：

海南举办新能源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

9491663?channel=weixin

2、中国网：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活动

开幕

http://hainan.china.com.cn/m/2020-10/23/content_4

1336143.html

3、中新网：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南站开幕

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20-10-23/54

8415.html

4、中国汽车报：

3个月销售7万辆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推进见成效

http://www.cnautonews.com/tj/hsc/202010/t20201024

_650866.html

5、搜狐汽车：

新能源汽车下乡海口站：百家企业亮相车展，万元奖励

促进终端消费

https://m.sohu.com/a/427107803_430289/?pvid=000

115_3w_a

6、汽车纵横：

绿色、智能、安全，开启乡村出行新阶段——新能源汽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491663?channel=weixin
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9491663?channel=weixin
http://hainan.china.com.cn/m/2020-10/23/content_41336143.html
http://hainan.china.com.cn/m/2020-10/23/content_41336143.html
http://www.cnautonews.com/tj/hsc/202010/t20201024_650866.html
http://www.cnautonews.com/tj/hsc/202010/t20201024_6508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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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下乡第 3 站海南海口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bLXA-phUnOonDy0djsat

Xw

7、海南广播电视台：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幕 优

惠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下乡

http://www.hnntv.cn/video/News/hnxwlb/2020-10-2

4/536433.html

8、海南日报：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车商看

好海南新能源车发展前景

https://hndaily.cn/api_hn/res/html/2020/10/23/cid

_92_214043.html

9、海口新闻联播：

第五届海南新能源车展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幕

https://mp.weixin.qq.com/s/OMWmulMACCH88nN8r6UNjw

10、海口网：

上百款车型，超万元优惠！第五届海南新能源车展开幕

[图]

http://m.hkwb.net/content/2020-10/23/content_39

14059.htm

11、海广网

展示车型多、优惠幅度大！第五届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

动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幕

http://s1.news.hkbtv.cn/a.html?aid=62930291628640

https://hndaily.cn/api_hn/res/html/2020/10/23/cid_92_214043.html
https://hndaily.cn/api_hn/res/html/2020/10/23/cid_92_21404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MWmulMACCH88nN8r6UNjw
http://s1.news.hkbtv.cn/a.html?aid=6293029162864087040&gid=4630426094611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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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40&gid=4630426094611202048

……

四、市民购车踊跃，企业参展效果明显

为营造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良好氛围，确保展会活动取

得成效，展会期间，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协调省农业农村

厅、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分别组织

各市县职能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参观展会，海南电网、海汽

集团、海南交控、海南正大实业集团、广东共创新能源汽车

（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市公交集团等企业和江西省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海南省冷链物流协会、海南省汽车配件用品行

业协会、海南省汽车维修检测与养护协会、海口市汽车流通

行业协会等行业商协会纷纷组团员到展会现场选车、洽谈购

车事宜。

海口市商务局还专门发文，协调海口市各镇、街道办在

各村、社区张贴展会活动的宣传海报，动员组织辖区居民参

观展会，选车购车。

据参展厂商反映，受台风天气影响，本次展会活动虽然

参观人数不多，但观众选车购车踊跃，现场达成订单数量比

上届增加明显。

经初步统计，展会活动三天时间里，共接待专业观众和

市民 28000 人次，参展企业共达成购车订单 426 辆、意向订

单 645 辆，成交金额约 5000 万元，。其中，比亚迪累计接待

客户近 500 组，达成成交订单 17 辆、意向订单 35 辆；江淮

新能源累计接待客户超过 200 组，达成成交订单 8 辆、意向

订单 11 辆；蔚来汽车现场卖出 1 辆、意向订单 4 辆。展商

http://s1.news.hkbtv.cn/a.html?aid=6293029162864087040&gid=4630426094611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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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多数对展会效果表示满意。

比亚迪客户订车

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 599 号航天·城上城 13

幢 803、804

联系人：张学辉 黄先明

电 话：028-86915888 83356687

手 机：13551886808 13709086594

邮 箱：2850965785@qq.com 288006345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