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
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暨车企与动力电

池企业技术交流会（张家港）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暨车企与动力电池企业技术交流会（张家港）将于2016年09月
在苏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新能源汽车“十三五”规划开官之年，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之年。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 汽车产业核心零部
件，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动力电池企业需深入理解动力电池技术应用问题，准确洞察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全面掌
握新技术在面向实际应用时存在 的难点和挑战，这对推动动力电池应用与技术的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电动汽车资源网携同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联合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张家港市科技局共同举办“重构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生态”——2016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暨车企与动力电池企业技术交
流会。论坛旨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处在全新的大发展时期，结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企业交流、协调、探索发挥积极的作用。本届高峰论坛力图打造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技术交流平台。大会将通过主
题报告、专题讨论的形式讨论动力电池应用及前沿技术。对倍受关注的问题：动力电池目录及政策导向、未来动力
电池的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安全性、一致性、使用寿命、梯次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8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5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时间：时间：2016年9月23-24日

地点：地点：江苏·连云港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资源网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江苏华东锂电技术研究院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锂动电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邀请范围邀请范围

 

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企业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津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天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集盛星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迈科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明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力神动力电池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锂电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鹏辉电池有限公司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锂动电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一二三 万向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湖州微宏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杭州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天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天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盐安徽红四方锂电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超威创元实业有限公司

妙盛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卓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环宇赛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佳贝思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春兰清洁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022/


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衡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新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超威集团

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中兴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蓝时集团

 

BMS企业BMS企业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妙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清友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协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深科技有限公司

BNET蓝微新源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亿能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松岳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充放电检测设备电池充放电检测设备

深圳市瑞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菊水皇家科技有限公司

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整车—客车整车—客车

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0/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限（集团）公司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

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原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友谊汽车有限公司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

苏州金龙客车有限公司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整车—乘用车整车—乘用车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汽新能源汽车分公司

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康迪电动汽车集团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整车企业—专用车整车企业—专用车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

国宏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泓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蓝海新能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东风特种汽车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玖发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陆地方舟集团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宝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镇江天洋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合润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原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恒天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中兴田野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程力专用车制造公司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运营公司运营公司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号货车

浙江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福佑卡车

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

云鸟配送

易到用车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易奇汽车

深圳市陆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友友用车

重庆瑞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斑马快跑

湖北骆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绿狗租车

深圳市陆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曹操专车

深圳前海同城货的货运股份有公司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月22日9月22日

时间时间 日程日程 内容内容

9:00-21:00 全天 大会报道签到
1、签到、缴纳会务费

2、发放参会工作证及会议资料
3、发放自助午餐券、晚宴餐券 

 

9月23日9月23日

时间时间 日程日程 内容内容

09:00-09:30

上午会议

大会开幕致辞

09:30-11:30 论坛专题报告

11:30-12:00 互动交流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91/


12:00-13:30 与会嘉宾自助午宴

13:30-15:30

下午会议

论坛专题报告

15:30-16:00 茶歇

16:00-17:30 专家论坛讲座

17:30-18:00 互动交流

18:30-20:00 答谢晚宴

1. 邀请当地政府机构致辞
2. 晚宴赞助企业代表致辞

3. 组委会代表致辞
4. 祝酒、文艺助兴表演

 

9月24日9月24日

时间时间 日程日程 内容内容

09:30-11:30

上午会议

论坛专题报告

11:30-12:00 互动交流

12:00-13:30 与会嘉宾自助午宴

13:30-16:30

下午会议

论坛专题报告

16:00-17:00 互动交流

17:00-18:00 组委会欢送与会嘉宾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专业机构、高校、专业机构、高校、科研科研院所院所

何  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赵立金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孟祥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

孙文涛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

司

姜春生
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王震坡
北京理工大学

何向明
清华大学

黄学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卢世刚
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

院

陈万吉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研究

室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4/


 

 

检测机构检测机构

王  芳
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

津）

肖成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8研

究所

王  侃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

王子冬
北方汽车质量监督检验鉴定试验

所（201所）

胡道中
北方汽车质量监督检验鉴定试验

所（201所）

陈积先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襄樊)

乐艳飞
UL能源和电力科技部

朱  静
TUV南德意志集团                  

  

 

整车企业整车企业

张克金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樊晓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8研究

所

俞会根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夏  洋
东风汽车公司

姚振辉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赵久志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朱光海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刘继红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秦志东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  英
乐视新能源汽车

孙华军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单红艳
华晨汽车研究院新能源技术总

监

谢世滨
吉利汽车研究院副院长

高立新
奇瑞新能源汽车公司

何志刚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张行峰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周方明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

郭汝辉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陈胜东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王学舟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赵忠民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陈时付
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王  琳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

李保才
东风（十堰）特种商用车有限

公司

毛黎明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陆云龙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

欧阳光
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

陈  路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费用明细费用明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1/


人员 费用（单位：元/人） 交费时间

参会代表 ￥3800 2016年9月16日前

参会代表 ￥4000 2016年9月16日后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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