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汽车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汽车论坛将于2016年04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全球瞩目的2016中国汽车论坛2016中国汽车论坛将于2016年4月25日至27日2016年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召开。论坛主题
为：创新、绿色、共享---开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创新、绿色、共享---开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汽车论坛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
主办、世界汽车组织（OICA）支持的国内高端汽车论坛，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面参与的行业顶级论坛。经过
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的成功举办，目前中国汽车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汽车领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论
坛，每年都吸引了一千多海内外汽车界精英参加会议。2016中国汽车论坛将更为丰富、更具规模和广泛影响
力，内容将全面涉及汽车与零部件企业最关心的环保、节能、新能源等问题，涉及十三五规划及相关未来前景
分析、发展与投资机遇，这对汽车行业、各界企业开拓思路、寻求未来发展之路将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2016中国汽车论坛主要内容  2016中国汽车论坛主要内容  

1、闭门峰会：交流、探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2、大会论坛：新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和世界汽车产业---创新、绿色、共享  
3、专题论坛：  
专题演讲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与零部件战略  
领袖峰会中国品牌汽车的新高度、新挑战、新思路  
热点交锋环保挑战下的汽车产业  
趋势前瞻汽车市场深度影响要素  
焦点对话汽车销售模式创新  
技术前瞻汽车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跨界高峰对话互联网与智能制造  
趋势研讨大数据时代的汽车共享模式  
专题演讲汽车零部件配套采购趋势与企业发展机遇  
头脑风暴新油耗法规下的企业应对策略  
焦点对话汽车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  
热点对话电动汽车发展瓶颈与解决方案

会议参加人员会议参加人员

参加会议嘉宾包括世界汽车领袖、国内外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主要负责人、汽车相关政府主管领导、汽车行
业各界专家、社会各界精英、知名媒体等，论坛将共商汽车行业大事，寻找新形势下的交流、合作机会，探索
汽车行业发展的新思路、新机遇。

会议名称：会议名称：2016中国汽车论坛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年4月25日至27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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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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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odongjia.com/tag/2590/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4月25日4月25日

16:30–18:30 闭门峰会16:30–18:30 闭门峰会

 

★ 4月26日 9:00 -12:30★ 4月26日 9:00 -12:30

大会论坛

政府领导致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会长致辞

世界汽车组织（OICA）主席致辞

创新、绿色、共享---开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 世界经济论坛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走向 --- 著名经济学家

广汽集团发展战略与机遇 --- 广州汽车集团

各国汽车组织主席的互动交流（各国汽车工业经验及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建议）

 

★  4月26日 （14:00 -17:20 ）★  4月26日 （14:00 -17:20 ）

★  主题论坛一（14:00 -17:20 ）★  主题论坛一（14:00 -17:20 ）

主题演讲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与产品战略主题演讲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与产品战略

演讲环节：演讲环节：

1. 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格局 --- 世界汽车组织（OICA）主席

2. 一汽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产品布局 ---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3. 东风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产品布局 --- 东风汽车公司

4. 上汽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产品布局 --- 上汽集团

5. 长安汽车“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产品布局 --- 长安汽车

6. 北汽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产品布局 --- 北汽集团

高峰对话：高峰对话：

新转型经济下的中国汽车工业挑战与机遇，竞争压力下的中国品牌出路，汽车强国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
实施策略。

主题论坛二（13:30 -15:30）主题论坛二（13:30 -15:30）

领袖峰会  中国品牌汽车的新高度、新挑战、新思路领袖峰会  中国品牌汽车的新高度、新挑战、新思路

1. 一带一路、海外市场、技术共享，中国品牌怎样联手拓展

2. 互联网+电子商务及用户体验，中国品牌如何应战

3. 保就业、保增长，中国品牌如何作为



4. 冲破SUV单一车型局限，中国品牌车型如何多元化发展

5. 突破高端车市场，中国品牌如何冲关

6. 新环保节能法规压力下中国品牌发展路径

主题论坛三（15:50 -17:20）主题论坛三（15:50 -17:20）

热点交锋  环保挑战下的汽车产业

1. 中国汽车环保政策解读

2. “排放门”后，国际汽车环保动向

3. 国六等新排放法规下的汽车产业应对策略

4. 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与雾霾成因

 

主题论坛四（14:00 -15:30）主题论坛四（14:00 -15:30）

趋势前瞻  汽车市场深度影响要素趋势前瞻  汽车市场深度影响要素

1．全球与中国汽车市场分析

2．国家相关政策对中国汽车市场影响分析

3．进口汽车市场的趋势和主要消费群体

4．新法规下，SUV是否还会成为最大增长点

 

主题论坛五（15:50 -17:20）主题论坛五（15:50 -17:20）

焦点对话  汽车销售模式创新焦点对话  汽车销售模式创新

1．高度竞争压力下，应如何建立良好的厂家与经销商共赢模式

2. 新的汽车反垄断指南出台后，汽车厂家与4S店将如何应对

3. 销售模式如何创新，汽车电商将起到哪些独特作用

4. 厂家销售模式的变化趋势

主题论坛六（14:00 -17:20）主题论坛六（14:00 -17:20）

技术前瞻  汽车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1. 新能源汽车研发与产业化进展

2.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最新发展

3. 混合动力发动机技术研究进展

4. 汽车安全与轻量化

 

中英汽车专场（14:00 -17:20）中英汽车专场（14:00 -17:20）

第一场14:00– 15:30第一场14:00– 15:30

技术创新如何造就英国汽车工业独特实力和优势

14:00 - 15:10 嘉宾演讲14:00 - 15:10 嘉宾演讲

开场致辞



英国汽车工业概况和机遇

技术创新与新能源汽车发展

英国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

研发在车企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15:10 - 15:30 互动15:10 - 15:30 互动

第二场15:50 - 17:20第二场15:50 - 17:20

嘉宾对话：如何借力英国创新商业环境提升中国汽车产业实力

中国自主品牌在实力提升和产业升级中的问题和挑战

中英合作中的共赢机遇

如何通过技术引进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实力

中国汽车企业如何借助中英合作实现产业升级

知识产权在国际技术合作中的重要性

 

★汽车沙龙  中国汽车企业如何进军北美市场（19：00- 21：00）★汽车沙龙  中国汽车企业如何进军北美市场（19：00- 21：00）

主要参会嘉宾主要参会嘉宾

1. 北美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

2. 美国密西根州发展署

3. 清华汽车研究院

4．大底特律商会

5. 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

 

★  4月27日 （9:00 -12:20）★  4月27日 （9:00 -12:20）

主题论坛七（9:00 -10:30）主题论坛七（9:00 -10:30）

跨界高峰对话 互联网与智能制造跨界高峰对话 互联网与智能制造

1．中国制造2025将如何影响汽车产业

2．互联网技术与汽车制造

3．互联网的介入是否将颠覆传统产业格局

4．智能汽车、车联网的发展对汽车未来影响

 

主题论坛八（10:50 -12:20）主题论坛八（10:50 -12:20）

趋势研讨  大数据时代的汽车共享模式（10:50 -12:20）趋势研讨  大数据时代的汽车共享模式（10:50 -12:20）

1．国内外汽车共享经济趋势

2．共享数据如何有效提升汽车制造与管理水平

3．大数据时代，供应链、生产环节、经销商、用户的信息共享



4．使用环节，汽车共享如何颠覆传统销售与出行模式

 

主题论坛九（9:00 -12:00）主题论坛九（9:00 -12:00）

专题演讲  汽车零部件配套采购趋势与企业创新发展专题演讲  汽车零部件配套采购趋势与企业创新发展

演讲环节：9:00 -10:50演讲环节：9:00 -10:50

1．基于全球化和全价值链背景下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

2．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整零协同，共享发展

3．如何更好的进入整车配套体系

4．如何有效布局零部件售后市场

5. 汽车零部件配套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6. 开拓海外零部件配套市场的经验分享

高峰对话：11:10 -12:00高峰对话：11:10 -12:00

新转型经济下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竞争压力下的中国品牌汽车零部件出路及发展策
略。

 

主题论坛十（9:00 -10:30）主题论坛十（9:00 -10:30）

头脑风暴 新油耗法规下的企业应对策略头脑风暴 新油耗法规下的企业应对策略

1. 2016与2020年新油耗法规解读

2. 国外汽车产业节能法规思路

3. 混动汽车与电动汽车的企业技术选择之辩

4. 传统汽车未来节能方向

 

主题论坛十一（10:50 -12:20）主题论坛十一（10:50 -12:20）

焦点对话 汽车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焦点对话 汽车产业发展与金融创新

1. 如何通过上市融资 - 主板、创业板、新三板上市渠道与策略

2. 企业如何通过海外兼并迅速提升技术能力与市场空间

3. 最受投资商关注的汽车行业领域分析

4. 国家支持汽车产业的投资与金融政策解读

 

主题论坛十二（9:00 -12:20）主题论坛十二（9:00 -12:20）

热点对话  电动汽车发展瓶颈与解决方案热点对话  电动汽车发展瓶颈与解决方案

电动化浪潮重塑汽车产业格局（9:00 -10:30）电动化浪潮重塑汽车产业格局（9:00 -10:30）

1. 中国电动汽车政策解读

2. 国际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观察

3. 如何抓住电动化趋势，争夺汽车发展高地



4. 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机遇和挑战

电动汽车充电生态机遇和挑战（10:50 -12:20）电动汽车充电生态机遇和挑战（10:50 -12:20）

1. 电动汽车充电如何互通互联

2. 车·桩联手共赢生态机遇

3. 商业模式创新化解充电难题

4. 国家有关汽车充电法规与政策解读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注册费：会议注册费：3600元/人（参会、资料、用餐、参观）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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