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源示范区 2022年第四季度汽车促消费活动参与商家名单及配套政策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销售品牌 配套政策

1 济源市威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文昌路北段东高庄 东风日产

1、全系订车赠送价值 5888 元精品大礼包，2、

超长至高60月分期方案可选以及0息0月供

方案，3、每天一款特价车。

2 济源市庆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苗店玉泉汽贸产业园

区

北汽、哪吒汽

车

广汽丰田

1、购北京魔方，3.5 万包牌享万元贴息，教

师购车另补 3000 元。2、首付 10000 开广汽

丰田。3、购哪吒新能源，限时送充电桩。

3 济源市长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长途汽车站向东

200 米路北
长安汽车

购长安汽车即送 2年 4次保养或终身机油（2

选 1）。

4 济源市永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济路车管所东 300

米路北
一汽大众

一汽大众购车送终身保养，另军人教师购车

补贴 3000 元。

5 济源市浩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济源市车管所东五百

米路北
北京现代

购北京现代惊爆冰点价，终身免费保养，特

惠进行中。

6 济源众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车管所东 300 米路北

上汽荣威、广

州本田

广汽本田促销政策：混动车型享受 3 年 6 次

保养

上汽荣威促销政策：全系支持置换政策，至



高可享 10000 元

7 济源市鑫飞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市新济路东段西

码头村口
长城

哈弗汽车全系至高置换补贴 11000 元，尊享

0首付，0利息等轻松贷产品。每月多款车型

享内部员工团车价，部分车型赠送 12 次保

养。

8 济源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新济路苗店村 东风本田
东风本田济源锦荣店，活动期间购车赠送

3000 元大礼包！

9

济源市庞大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玉泉办事处苗店汽车

产业园奔驰 4S 店
奔驰汽车

奔驰全系额外享受 10000 元购车礼包，置换

至高补贴 10000 元，金融贷款无杂费，均可

享受厂家贴息政策。

10

济源威佳福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济源市新济路苗店村
上汽通用雪

佛兰

1.抽奖礼：现场购车即可参与幸运砸金蛋，

礼品众多；2.订单礼：活动现场订单累计 5

单，可返现 1000 元购车精品券。（5单一轮

回，叠加赠送）

11

济源威佳盛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济源市新济路苗店村 别克
1、500 抵 5000 元，2、享受三年六次保养，

3、赠送全车 3999 精品。

12 济源市洪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苗店汽车园区

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全系车型 3年 0息，至高现金优惠

25000 元。

13 济源市新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途汽车站东 300 米

路北
东风新能源 购东风新能源送大礼包，山地自行车。



14 河南六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市苗店汽车园区

西侧
零跑

济源零跑体验中心源枫店，活动期间购车均

送 5000 元超值大礼包，终身无忧服务，好机

会不容错过！

15 济源市日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车管所东 1000

米路北西马头村口
五菱、宝骏

五菱新能源 2999 包牌开回家，五菱银标享至

高 5000 元置换补贴、两年 0息。

16 济源市隆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车管所东 100

米路北

长安欧尚

长安新能源

长安欧尚，交 2000 抵 1 万，二手车置换再享

补贴至高 5000 元，教师，军人医护额外享专

项补贴至高 5000 元，分期享三年 0息

17

济源市中航之星新能源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济源市玉泉街道新世

纪院内西展厅
大众思皓 购大众思皓两年分期无利息。

18

济源市维利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济源市新济路交警队

向西 200 米路南

比亚迪海洋

系列

购比亚迪部分车型享：6000元置换现金，6000

元金融贴息。送价值 3800 元大礼包。

19

济源中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新济路车管所东 300

米路北
一汽丰田

一汽丰田购车尊享至高 10000 元厂家补贴，

7000 元置换补贴，4年 10 万公里免费基础保

养，更有 5800 元惊喜购车礼包。

20 济源市金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新济路交警队西 100

米路南

广汽传祺、埃

安、奔腾、吉

利几何

1.吉利几何 E 交 1000 顶 3000 元。2.广汽传

祺免购置税+最高 6000 元置换补贴。3.一汽

奔腾 T55 ，3 年 0 首付 0利息。



21 济源市德义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玉泉街道新济路东段

车管所斜对面

腾发汽车城院内 01 号

斯柯达、捷

达、标致雪铁

龙

所有本店销售车型均赠送 2000 元超值大礼

包

22 济源源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济水大街亚桥

电动车市场 4号展厅
奇瑞新能源

购奇瑞新能源汽车，可享受厂家无息贷款，

置换补贴和整车终身质保权益。

23 济源市德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市济水大街东段

车管所东 100 米路北

东风小康、东

风风光

风光免税升级，至高免税 140%。

24 济源市高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市济水大道东段

南水屯村南
奇瑞、起亚

起亚全系车型购车即享：1000 元油卡+置换

补贴礼+3000 元装饰礼包

购奇瑞全系车型即享：发动机终身质保+1000

元油卡+至高 10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装饰

礼包

25 济源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源市物资市场 5号

楼

名爵、东风风

神

8台捡漏车名爵5/名爵ZS另送8倍价值权益

包（均是 7万以内包牌落地）。

26 济源市悦航贸易有限公司
济源市玉泉办事处新

能源汽车城 4、5排

凌宝汽车、东

风小虎

买凌宝汽车送强险，送大礼包。



27 济源市互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市车管所东新济

路北侧汽车城内 2号
欧拉新能源

欧拉好猫全系有18个月-24个月分期免息政

策，欧拉芭蕾猫 48 期 0 首付分期政策。欧拉

好猫、芭蕾猫有 2000-6000 置换补贴。

28 河南省飞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大

街车管所向西 500 米

路南

领克
购领克汽车即享 6000 元补贴，送终身加油优

惠券另有三项终身免费护身。

29

洛阳凯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

源分公司

济源市苗店汽车城福

特 4S 店
福特

购福特 1.赠送三年免费保养，2.两年 0息贷

款政策，3.最高 8000 元置换补贴，4.赠送

2800 元装饰大礼包，5.赠送 1000 元本地购

物卡。

30 济源市顺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水大街车管所西300

米路南

一汽红旗、上

汽大通

购一汽红旗车型享3000元～15000元置换补

贴，送价值 3888 元大礼包

31

济源市中淼巍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济源市济水大街与东

环路交叉口向东 800

米

路南腾发汽车城内

奇瑞捷途
全系车型赠送终身制免费基础保养、整车终

身质保。

32 济源吉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水大街长途站红绿

灯向东 600 米路南
吉利、思皓

济源吉诚汽车购车六重好礼：1、免税礼：至

高享 0购置税；2、金融礼：即时享 0首付 0

利息；3、焕新礼：至高享 10000 元置换补贴；



4、专享礼：教师、医生、公务员、军人购车

补贴 2000 元；5、超级礼：三年或者六次免

费保养；6、尊享礼：购车赠送 2880 元装饰

礼包；

33 济源星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济水大街东段 556 号

办公楼一楼西第 1-3

间

奇瑞冰淇淋 买奇瑞冰淇淋购车送交强险。

34 济源汉德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新济路交警支队西200

米路南

比亚迪王朝

系列

购比亚迪王朝系列产品：尊享 3000元～8000

元置换补贴；金融分期首付 15%起，至高 60

期分期贷款；另赠送价值 3000 元装饰大礼

包。

35 济源元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源市新世纪汽车城

内（车管所斜对面）

江铃汽车、五

十铃

8 月购车正当时，购江铃汽车享受国家购置

税减半政策，更有旧车置换 3000 元补贴及厂

家 2年 24 期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