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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您可以在这里直接下单您可以在这里直接下单，，

也可以选择到也可以选择到 44SS 店下单店下单，，很很

近近，，就在静安寺附近就在静安寺附近，，可以享受可以享受

同样的优惠同样的优惠。”。”汽车嘉年华现汽车嘉年华现

场场，，一名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一名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

品牌的销售员一边在纸上为客户品牌的销售员一边在纸上为客户

计算优惠信息计算优惠信息，，一边向客户耐心一边向客户耐心

地解释地解释，，虽然声音已经沙哑虽然声音已经沙哑，，但但

他挺兴奋他挺兴奋，“，“活动才三天活动才三天，，我们我们

店已经卖了店已经卖了100100多辆了多辆了。”。”他说他说。。

不少消费者表示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次活动这次活动

吸引人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有第一是有““实惠实惠

到家到家””的价格的价格，，第二就是新车云第二就是新车云

集集，，能够能够““一口气看完一口气看完”。”。

““这辆车空间够大这辆车空间够大，，五个人五个人

坐也不觉得挤坐也不觉得挤。”。”在雪佛兰展在雪佛兰展

台台，，一家五口正坐在车里体验刚一家五口正坐在车里体验刚

上市的雪佛兰开拓者上市的雪佛兰开拓者，“，“我们一我们一

家子难得聚在一起家子难得聚在一起，，趁着假期赶趁着假期赶

紧来看看紧来看看，，这里新车多这里新车多，，比较起比较起

来方便来方便。。家里人多家里人多，，想买辆大一想买辆大一

些的些的 SUVSUV，，看下来看下来，，这辆开拓这辆开拓

者最对我们所有人者最对我们所有人‘‘胃口胃口’。”’。”在在

仔细询问了配置和价格后仔细询问了配置和价格后，，他们他们

立马就在现场下了单立马就在现场下了单。。

别 克 品 牌 也 展 出 了别 克 品 牌 也 展 出 了 GLGL88

AvenirAvenir，，以及以及 44 月月 3030 日刚刚日刚刚““云云””

上新的别克轿车家族上新的别克轿车家族。。

““逛了一天累了逛了一天累了，，坐在里面都坐在里面都

不想出来不想出来。”。”一位观众这样形容别一位观众这样形容别

克克GLGL88 AvenirAvenir的舒适的舒适。“。“不好意不好意

思思，，我们我们 GLGL88 AvenirAvenir 的展车都的展车都

已经卖了已经卖了。。您如果要买您如果要买，，可能要可能要

排队提车了排队提车了。”。”别克展台的销售别克展台的销售

员告诉记者员告诉记者，，消费者普遍对新车消费者普遍对新车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这辆刚上市不久的这辆刚上市不久的

GLGL88 AvenirAvenir 一天就卖了一天就卖了 100100 多多

辆辆。。

由于人太多由于人太多，，天太热天太热，，担心担心

消费者消费者““吃不消吃不消”，”，销售员会引销售员会引

导消费者去导消费者去44SS店下单店下单，“，“没想到没想到

现场那么火爆现场那么火爆，，人流量堪比车展人流量堪比车展

了了。”。”别克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告别克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诉记者：“：“我们甚至组了一支我们甚至组了一支

‘‘别克城市巡游车队别克城市巡游车队’，’，将主会场将主会场

和分会场的消费者一车车地往和分会场的消费者一车车地往

44SS店里拉店里拉。”。”

在凯迪拉克展台在凯迪拉克展台，，洽谈桌已洽谈桌已

经坐满经坐满。“。“我们将这个活动推广我们将这个活动推广

到了全国到了全国。”。”凯迪拉克事业部相凯迪拉克事业部相

关负责人说关负责人说：“：“我们在现场主推我们在现场主推

的的 CTCT55 车型车型，，某些配置已经卖某些配置已经卖

到断货了到断货了。”。”

““33、、22、、11，，开奖开奖！”！”55 月月 44

日晚上日晚上，，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在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在

东方卫视直播厅东方卫视直播厅，，亲自为产品带亲自为产品带

货货，，并为幸运观众抽取并为幸运观众抽取““超级大超级大

奖奖””———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CTCT44 三年使三年使

用权用权。。33秒倒数完毕秒倒数完毕，，瞬间瞬间，，这这

个超级大奖被个超级大奖被““秒杀秒杀”。”。

线下看车线下看车，，线上看直播抢优线上看直播抢优

惠券惠券，，这种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成这种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成

了常态了常态。。

““每晚每晚 77 点点，，我们的天猫旗我们的天猫旗

舰店都会做直播舰店都会做直播。。线上直播的价线上直播的价

值和意义正在逐步显现值和意义正在逐步显现。”。”别克别克

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消费者消费者

通过直播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到通过直播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到

产品的特点产品的特点，，而且不必再费口舌而且不必再费口舌

和销售去谈价格和销售去谈价格，，直接在线上抢直接在线上抢

优惠券就可以了优惠券就可以了。”。”

据他介绍据他介绍，，55 月月 44 日购物节日购物节

启动之夜启动之夜，，别克在线上发布的别克在线上发布的

10001000张别克购车抵用券张别克购车抵用券33秒内就秒内就

被一抢而光被一抢而光。。别克品牌天猫直播别克品牌天猫直播

也在也在55月月44日日、、55月月55日连续创下日连续创下

单场超过单场超过 1010 万人次观看的纪万人次观看的纪

录录。。44 月月 3030 日至日至 55 月月 55 日期间日期间，，

别克直播共收获别克直播共收获1871518715个在线订个在线订

单单，，仅仅55月月44日就成交超过日就成交超过70007000

单单 （（含试驾等留资类订单含试驾等留资类订单），），销销

量数据刷新历史新高量数据刷新历史新高。。

雪佛兰品牌也在品牌日当天雪佛兰品牌也在品牌日当天

请来了电台知名请来了电台知名 DJDJ 进行了进行了 33 个个

小时的直播小时的直播，，外观外观、、内饰内饰、、配配

置置、、动力……动力……““名嘴名嘴””们轮番说们轮番说

车车，，和观众聊开了和观众聊开了。“。“开拓者刚开拓者刚

上市上市，，我就一直关注我就一直关注，，前两天天前两天天

太热了太热了，，就躲在家里看了直播就躲在家里看了直播，，

今天凉快些了今天凉快些了，，赶来现场赶来现场‘‘摸摸

摸摸’’真车真车，，直播里说直播里说 5555 元首付元首付

就 能 开 走就 能 开 走 ，， 想 要 再 具 体 了 解想 要 再 具 体 了 解

下下。”。”55月月66日日，，当天活动接近尾当天活动接近尾

声之际声之际，，现场依然有消费者现场依然有消费者““错错

峰峰””前来前来。。

““希望希望‘‘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能像能像

‘‘双十一双十一’’一样一样，，成为符号化的成为符号化的

活动活动，，每年都能举办每年都能举办。”。”雪佛兰雪佛兰

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这种线这种线

上线下联动的方式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我们也会一我们也会一

直延续下去直延续下去。”。”

本报记者 邹勇

五一假期里五一假期里，，汽车嘉年华活汽车嘉年华活

动上汽大众展台的人气可谓爆动上汽大众展台的人气可谓爆

棚棚，，大众和斯柯达品牌的各款展大众和斯柯达品牌的各款展

车被人群车被人群““捂捂””得严严实实得严严实实。。上上

汽大众推出的重磅优惠措施让很汽大众推出的重磅优惠措施让很

多消费者由多消费者由““心动心动””变成变成““行行

动动”。”。嘉年华会场内外嘉年华会场内外，，一场一场

““购车总动员购车总动员””正在上演正在上演。。

在上汽嘉年华大众品牌展在上汽嘉年华大众品牌展

台台，，上汽大众的上汽大众的““大大VV””威然被威然被

众人众人““围观围观”。”。虽然这款大型豪虽然这款大型豪

华商务华商务 MPVMPV 要到要到 55 月月 2828 日才正日才正

式上市式上市，，但但 4040 万元之内就可以万元之内就可以

买到威然买到威然 380380TSITSI 旗舰版旗舰版，，让消让消

不少费者提前抢定了新车不少费者提前抢定了新车。。

据上海九隆大众销售经理介据上海九隆大众销售经理介

绍绍，，汽车嘉年华开展汽车嘉年华开展44天来天来，，他他

们已经签下们已经签下 44 张订单张订单。“。“威然公威然公

布预售价后布预售价后，，不少消费者特地到不少消费者特地到

展厅来看车展厅来看车，，这次在活动又收获这次在活动又收获

很多高意向用户的留资很多高意向用户的留资，，我们非我们非

常看好威然的市场前景常看好威然的市场前景。”。”

在上汽嘉年华现场展示的途在上汽嘉年华现场展示的途

昂昂XX、、途观途观LL、、途岳途岳、、帕萨特插帕萨特插

电式混合动力版等每天的订单量电式混合动力版等每天的订单量

都在快速增长都在快速增长。。火爆的销售势头火爆的销售势头

还延续到了沪上各大众品牌还延续到了沪上各大众品牌 44SS

店店。。据上海百联沪东销售员介据上海百联沪东销售员介

绍绍，，这几天除了订单激增这几天除了订单激增，，来店来店

里买车的消费者也非常多里买车的消费者也非常多，，连展连展

厅里的展车都被买走了厅里的展车都被买走了，，店方不店方不

得不连夜补充途昂得不连夜补充途昂XX、、辉昂等车辉昂等车

型进展厅型进展厅。。

据了解据了解，，除了上海展览中心除了上海展览中心

上汽嘉年华主会场外上汽嘉年华主会场外，，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大众品牌还在百联中环大众品牌还在百联中环、、梅川路梅川路

步行街步行街、、第一八佰伴及第一百货第一八佰伴及第一百货

设立了分会场设立了分会场。。从从 55 月月 11 日至日至

今今，，各会场充足的人气带动展厅各会场充足的人气带动展厅

客流量持续增长客流量持续增长。。此外此外，，55 月月 11

日至日至55日日，，大众品牌还准备了大众品牌还准备了55

辆辆 5555 折朗逸纯电动车折朗逸纯电动车，，每天每天 1515

∶∶5555 在大众品牌官方商城放出在大众品牌官方商城放出

一个秒杀购买幸运特权一个秒杀购买幸运特权。“。“虽然虽然

幸运者只是极少数幸运者只是极少数，，但关注朗逸但关注朗逸

纯 电 动 车 型 的 消 费 者 明 显 增纯 电 动 车 型 的 消 费 者 明 显 增

加加。”。”百联沪东销售员说百联沪东销售员说。。

除了推出多重购车优惠外除了推出多重购车优惠外，，

上汽大众还在汽车嘉年华现场为上汽大众还在汽车嘉年华现场为

疫情逆行英雄献上了厚礼疫情逆行英雄献上了厚礼。。55月月

33日日，，来自于上海多家医院与卫来自于上海多家医院与卫

生医疗单位的援鄂医护人员准车生医疗单位的援鄂医护人员准车

主亲临现场主亲临现场，，上汽大众向上汽大众向 1616 名名

医护人员代表致以敬意医护人员代表致以敬意，，并送上并送上

鲜花及车模等交车礼鲜花及车模等交车礼，，欢迎他们欢迎他们

加入大众品牌车主大家庭加入大众品牌车主大家庭，，成为成为

途昂途昂、、途岳途岳、、帕萨特插电式混合帕萨特插电式混合

动力版等热门车型的车主动力版等热门车型的车主，，暖心暖心

交车仪式令现场更添温情交车仪式令现场更添温情。。

55 月月 22 日日，，上汽斯柯达在汽上汽斯柯达在汽

车嘉年华现场举办斯柯达品牌日车嘉年华现场举办斯柯达品牌日

专场活动专场活动，，在在““五重大惠五重大惠””系列系列

重磅优惠措施助力下重磅优惠措施助力下，，斯柯达展斯柯达展

台前掀起了购车热潮台前掀起了购车热潮。。

据了解据了解，，从从55月月11日开展到日开展到

55月月22日中午日中午，，上海永达斯柯达上海永达斯柯达

44SS 店的累计订单数量超过店的累计订单数量超过 4040

张张。。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汽车嘉年华现场汽车嘉年华现场

收获的订单总量已经接近收获的订单总量已经接近 200200

张张，，上汽斯柯达各大上汽斯柯达各大 44SS 店紧急店紧急

调集人员到上海展览中心支援销调集人员到上海展览中心支援销

售工作售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虽虽

然当天气温高得有点暑热难耐的然当天气温高得有点暑热难耐的

味道味道，，但看到订单数不断增长但看到订单数不断增长，，

销售员的工作热情更高销售员的工作热情更高。。

不少消费者在上海展览中心不少消费者在上海展览中心

斯柯达展台直接下单心仪的车斯柯达展台直接下单心仪的车

型型，，还有一部分消费者在了解了还有一部分消费者在了解了

车型优惠措施后车型优惠措施后，，赶到就近的赶到就近的

44SS 店下单店下单。。现场一位购买柯迪现场一位购买柯迪

亚克的消费者表示亚克的消费者表示，，上个月刚拍上个月刚拍

到了沪牌到了沪牌，，听说上汽在听说上汽在““五五购五五购

物节物节””推出购车优惠活动推出购车优惠活动，，就带就带

家人一起来过来看看家人一起来过来看看。“。“这次上这次上

汽斯柯达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汽斯柯达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

所以毫不犹豫就下单了所以毫不犹豫就下单了。”。”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上汽斯柯达还抽上汽斯柯达还抽

出了五折购车券锦鲤大奖出了五折购车券锦鲤大奖（（可选可选

择斯柯达旗下任意一款车型择斯柯达旗下任意一款车型），），

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除了重磅除了重磅

购车优惠外购车优惠外，，上汽斯柯达还带来上汽斯柯达还带来

了互动直播了互动直播、、趣味讲车趣味讲车、、爱车小爱车小

课堂等创意玩法课堂等创意玩法，，加强与消费者加强与消费者

的直接沟通的直接沟通。。

场内外联动场内外联动，，开足马力冲刺订单开足马力冲刺订单上汽大众

““天太热天太热，，人太多人太多，，我们派车接客户我们派车接客户””上汽通用

连4S店的展车也卖掉了

销售员紧急增援嘉年华

“没想到现场那么火爆”

直播带货
一天成交7000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