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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德众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上汽大众）
参展车型：
凌渡、New Polo 系列、新途安、新途观、全新帕萨特，
全新桑塔纳，
全新朗逸、全新朗行等车型
■ 九江浩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吉利）
参展车型：
新远景、GX7、新海景、吉利豪情、吉利新金刚、新金刚
cross、新金刚两厢
■ 北京现代浔瑞 4S 店 北京现代庐山大道店
参展车型：
ix25、ix35、朗动、名图、全新胜达、瑞纳、瑞弈、索纳塔
八代、索纳塔九代、途胜、悦动
■ 九江展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吉利）
参展车型：
新远景、GX7、新海景、吉利豪情、吉利新金刚、新金刚
cross、新金刚两厢
■ 九江长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哈弗）
参展车型：
C50 升级版、C30 2015 款、哈弗 H6、哈弗 H1、哈弗 H2
■ 九江市联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
参展车型：
帝豪、吉利 EC8、吉利 GC7、吉利 GX7、经典帝豪、熊猫
■ 九江友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启辰）
参展车型：
晨风、启辰 D50、启辰 R30、启辰 R50、启辰 R50X、启
辰 T70
■ 九江东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
参展车型：奇骏、逍客、轩逸新一代、天籁、阳光、骊威、骐达、楼
兰、轩逸经典、玛驰
■ 九江昌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风风行）
参 展 车 型 ：景 逸、菱 智、风 行 CM7、景 逸 X5、景 逸 S50、菱 智
F500、景逸 XV、风行 F600、风行 S500、风行 SX6、风行 SX5、
景逸 X3
■ 九江市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猎豹汽车）
参展车型：
猎豹 CS10、Q6、东风风光 580、370、330
■ 九江市金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参展车型：
ix25、ix35、朗动、名图、全新胜达、瑞纳、瑞弈、索纳塔
八代、索纳塔九代、途胜、悦动
■ 九江金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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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车型：
GA6、GS5 速搏、GA3S
■ 九江金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 Jeep）
参展车型：
菲翔
■ 九江思科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斯柯达）
参展车型：
晶锐、明锐、昕锐、昕动、速派、野帝
■ 华宏汽车雪佛兰九江 4S 店
参展车型：
全新科鲁兹、经典科鲁兹、创酷、赛欧 3、迈锐宝、科鲁兹掀背
■ 华宏汽车别克九江 4S 店
参展车型：
别克 GL8 商务、别克 GL8 豪华商务、昂科拉、君威、君
威 GS、凯越、威朗、昂科威、威朗 GS、威朗轿跑、君越、全新英朗
■ 九江德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宝沃）
参展车型：
宝沃 BX7
■ 九江汽车城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
CS75、悦翔 V3、悦翔 V7、奔奔、CS15、睿骋
■ 九江新运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荣威 350、荣威 360、荣威 i6、荣威 RX5、名爵 GS、名
爵 GT、名爵 ZS
■ 九江兆方江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
致享、雷凌、致炫、凯美瑞、汉兰达、雷凌双擎
■ 九江中顺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
宝马 1 系、2 系、3 系
■ 九江新运通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
全新科鲁兹、经典科鲁兹、创酷、赛欧 3、迈锐宝、科鲁兹
掀背、科帕奇
■ 九江市顺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淮）
参展车型：瑞风 S2mini，瑞风 S2，瑞风 S3，瑞风 S5，瑞风 M3，
瑞风 M4，
瑞风 M5，
A60
■ 九江市江铃全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参展车型：
福特撼路者、新全顺、驭胜 S330
■ 九江东部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汽丰田）
参展车型：
锐志、新皇冠、Rav4、花冠、威驰、卡罗拉、普锐斯
■ 九江新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本田）
参展车型：
思铂睿、本田 XR-V、本田 CR-V、哥瑞、杰德、艾力绅、
思域
■ 广汽传祺九江福祺 4S 店
参展车型：
GS4、
GS8、
GA6、
GA8、
GA3S
■ 东风雪铁龙九江天之龙 4S 店
参展车型：
C3-XR、
C4 世嘉、
全新 C4L、
C6、
全新爱丽舍 2017 款
■ 比亚迪九江天源 4S 店
参展车型：
宋、
元、
F3 等等
■ 九江华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汉腾 4S 店、中华 4S 店）
参展车型：
汉腾 X7、
中华 V3、
中华 V5、
中华 H3、
中华 H530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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