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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你买车了吗？

许多汽车 4S 店的销售人员发现，潍坊

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论哪个年龄段、哪

个职业、哪个地区的人都会买车。年级稍大

的老司机买车，为了出门方便，中年人买

车，为了出门场面，而年轻人买车，是为了

结婚。

交警支队车管所的数据显示，2010 年
10 月份一个月，潍坊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
2 万 3 千多辆，12 月份一个月增长了 2 万
5 千多辆，2011 年 1 月份，势头依旧未减，

机动车保有量增长数再破 2 万 5 千辆。潍

坊也继续保持着机动车保有量位居全省第

一的地位，驾驶人数量也成为了全省第一。

买车的人多不多，最直观的就是车行
的销售数据。以某家汽车 4S 店为例，开业

之初每个月只能卖出去十几台车，买车的

人极少，买好车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而现在

一个月就卖出去 80 多台车，甚至月销售过

百的情况也经常出现。2010 年 1 月份，潍
坊汽车保有量增长数量达到了 2 万 6 千多

辆，超过了 2010-2011 年任何一个月的增

长量。

2010 年，潍坊机动车保有量比 2009 年

多出 15 万多辆，而 2011 年前 8 个月，潍坊

机动车保有量又比 2010 年全年多出了 9

万多辆，增长幅度并没有明显放缓。

如今，买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不管这

车，买回家以后用得着还是用不着，就算买

回家摆着看，也要买。这似乎已经成了越来

越多的人买车的心理。

豪车抢滩潍坊市场

随着潍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

各知名的汽车生产销售企业纷纷看好潍坊

市场，逐步入驻潍坊。在给本地汽车经销企

业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商机、经

验、全新的理念，让潍坊汽车市场发展更加

成熟。

豪华车在潍坊的兴起，与潍坊的经济高
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多年前，消费者只能通

过各种渠道享受到价值不菲的豪华轿车。随

着经济的增长，民间财富的积累，以欧美为
代表的豪华车特别是奔驰、宝马、凯迪拉克、

奥迪，以及以雷克萨斯为代表的日系进口车

型都在潍坊拥有不少的市场份额。

随着汽车消费人群的细分化，潍坊具有

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人群呈逐步增长的趋

势。不但豪华车、名贵车陆续登陆潍坊，满足
了这部分消费人群的购买欲望，给潍坊车市
注入了新的华贵血液，而且随着各大高端汽

车品牌的品鉴店、销售店的建立，拉开了名

贵车系进军潍坊的序幕，填补了潍坊地区汽

车高端消费的空白，也证明了潍坊已具有跻

身二级汽车市场的绝对实力。

对于众多豪华车纷纷踏入潍坊市场，

有汽车专业人士分析认为，目前的潍坊汽

车保有量是在逐年递增，在三四年前购买

了中级轿车的人，目前也到了换代的时间。

如奔驰、宝马甚至是保时捷等名车就成了

他们的置换目标。而且，随着豪华车品牌

进驻得越来越多，潍坊豪华车市场竞争也

将会更加激烈。

女性顶起车市半边天

如今的家庭购车，一家人一起看车是
常态，而女性往往最后起拍板作用。与前几

年相比，这是购车中变化最大的一个特点。

潍坊一家 4S 店市场部经理陈凌对此感触

良多，“家庭购车无论是首次购车还是第二

辆车，汽车的功能也大量体现在家庭生活

用车上，比如接送孩子、一家人出游等，而

在家庭生活中，女人总是起着核心作用，于

是，选车自然也得过女人这一关。”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女性买车主要

分四类：一是要结婚了，女方父母给钱

买车当嫁妆;二是家庭购车，丈夫和妻子
买一辆车共同使用;三是女性自己赚钱买

车;四是经济较宽裕的家庭，已经有一辆

车，丈夫给妻子添置新车。而在这四类

消费者中，除了第二种，其他三种女性
消费者都是理所当然的消费主导。

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女性车主的

比例已由 2005 年的 25 . 3% 增加到 2009 年

的 38 . 9% ， 6 年多时间提高了 13 . 6% ，

女性汽车消费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

力量。据调查了解， 2010 年潍坊女性购

车的比例已超过 40% ，所买车型也不全

是小型车，中级轿车和 SUV 的比例也

在逐步扩大，这预示着女性消费者即将

成为潍坊汽车市场购买的主力军。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女性早已成为汽
车消费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

不仅自主选车，而且爱车、懂车，更好比车

流中的一道风景，为城市增添了许多色

彩。

车轮滚滚，势头无法阻挡
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量增长迅猛
本报记者 张浩

每个细心的潍坊
人都会发现，最近几
年，曾经宽阔的马路突

然间变得拥挤、到驾校
报名考取驾照还要排
队等名额、交通管理部
门的管理措施越来越
精细……潍坊一直保
持着机动车保有量位
居全省第一的地位，而
驾驶人数量也成为了
全省第一。有人开玩笑
说，什么也阻挡不了潍
坊的车辆增长速度了。

2011 年的潍坊，八
个月增加了九万辆机
动车；2011 年的潍坊，

豪车、名车开始抢滩登
陆；2011 年的潍坊，女
性顶起了车市的半边
天。

金秋服务季“幸运抽奖 乐享大礼”活动

正式开始啦！活动期间，凡在潍坊广潍发达商

贸有限公司处参加“严谨关爱 365”活动，并
在店端进行维修保养、钣喷、备件购买等项目

当日消费累计金额超过 300 元(含 300 元)的

用户，即可参与抽奖一次。活动日期从 2011

年 9 月 27 日 9:00 开始，2011 年 10 月 27 日 16:

0 0 截止。抽奖形式为网络抽奖，网址：

www.gicoo.net 全国共设一等奖 5 名，奖品为
价值 5 万元的 IBM 品牌 Thinkpad 15 . 6 英寸

笔记本电脑 1 台。二等奖 20 名，奖品为价值

1 万元的尼康单反相机 D7000/18-105 套机 1

部。三等奖 40 名，奖品为价值 4 千元的苹果
IPAD2 1 台。纪念奖 1500 名，奖品为价值 50

元的手持数显胎压表 1 个。

详情致电：一汽-大众 潍坊广潍发达
4S 店，预约乐享电话：0536-8822331

一汽-大众

“严谨关爱 365”用心启航

喜迎国庆共欢“越”

瑞通别克来相“惠”

买别克到瑞通，即日起至 10 月 8 日，瑞

通别克喜迎国庆节感恩特惠，购君越、GL8、

凯越 尊享 VIP 特价优惠，再送 3000 元大礼

包。介绍礼：只要是别克老车主，介绍新友购君

越，新客户可享受公司超值优惠政策外额外与

老客户均获赠售后保养套餐一次；团购礼：特惠

团购，尊享团购冰爽价，两人也团购。置换礼：活

动期间二手车置换订购新君越可享受二手车

超值置换大礼。

人山人海的车展。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