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智能汽车国际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三届中国智能汽车国际论坛 将于2016年11月在成都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指导支持下，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四川
博览事务局、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智能汽车国际论坛及其系列活动定于2016年11月3
日-4日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

本次活动将设置一场大会活动、六个分会场活动、一个展览会活动、部省市领导接见活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9个部门领导以及中、美、
德、日、俄、法8个国家和地区、200个产业与科研单位的400名专家将出席本次活动。

一、 时间地点一、 时间地点

时间：2016年11月3日-4日

（其中11月3日是展览会活动，4日是论坛大会和分会场活动）

地点：世外桃源大酒店（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路北69号）

二、 活动组织二、 活动组织

（一）主办单位：

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

四川博览事务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

车联创新（北京）科技中心

四川博览事务局品牌推广中心

四川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金堂县人民政府

（四）策划单位：

 中意德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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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交通行业信息化应用（上海）基地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广中播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建广东省委对外联络工作委员会

中关村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一、详细日程：一、详细日程：

第1天（2016年11月2日 周三） - 车联成员和普通代表报到第1天（2016年11月2日 周三） - 车联成员和普通代表报到

1 报到时间 08：00 – 22：00

2 报到地点 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3 酒店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9号

4 酒店电话 （028）85589999

5 报到内容

1 领取会议手册、代表证件和其他有关会议材料

2 已经预定房间的代表办理酒店入住手续

3协助解决需要帮助的问题

 

第2天（2016年11月3日 周四） - 首届智慧川藏线建设论坛第2天（2016年11月3日 周四） - 首届智慧川藏线建设论坛

参观西博会智能汽车展馆参观西博会智能汽车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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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二次会员大会第二届二次会员大会

车联成员和普通代表报到车联成员和普通代表报到

1 报到信息 见上表

2 首届智慧川藏线建设论坛
时间：14：00 – 17：00

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3 参观西博会智能汽车展馆

时间：14：00-17：00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世纪城路198号

方式：主办方提供门票，不集中组织参观

4 第二届二次会员大会

时间：19：00-20：30

地点：成都世外桃源酒店

方式：只限联盟有效成员参加

 

第3天（2016年11月4日周五）- 上午 大会论坛第3天（2016年11月4日周五）- 上午 大会论坛

 11月4日 内容 / 人员

1 08：30-09：00

1 现场报到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领导会见车联代表

2 09：00-09：05 播放车联2016回顾短片

3 09：05-09：10 大会开场阶段主持

4 09：10-09：30

欢迎词和领导致辞

1 四川省人民政府领导

2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3吴建会先生 / 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理事长

5 09：30-09：40
1 车联信息安全委员会揭牌仪式

2 车联与四川省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6 09：40-10：00 茶歇

7 10：00-10：30
大会演讲1  

中国指挥控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院士、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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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30-11：00
大会演讲2

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标准协会布鲁斯·克雷默主席

9 11：00-11：30
大会演讲3 创新驱动，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展望

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亚太电动车协会主席陈清泉院士

10 11：30-12：00
大会演讲4  

外方（待定）

11 12：00-12：30
大会演讲5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李克诚教授

12 12：30-14：00 午餐

 

第3天（2016年11月4日 周五） 第3天（2016年11月4日 周五） 

下午 第一场 自动驾驶和主动安全论坛A 14:00-17:40下午 第一场 自动驾驶和主动安全论坛A 14:00-17:40

主席：博世（中国）主席：博世（中国）

 11月4日 内容 / 人员

1 14：00-14：30

分论坛演讲1   数字时代的网联汽车

马策先生

   德国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电子研发部副总裁

2 14：30-15：00

分论坛演讲2  待定

李震宇先生

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常务副总裁

3 15：00-15：30

分论坛演讲3  自动驾驶：从深度学习到理性决策

余凯先生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4 15：30-16：00
分论坛演讲4  待定

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

5

 
16：00-16：10 茶歇

分论坛演讲5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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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10-16：40 李卫兵先生

江淮汽车电子电气研究院副院长

7 16：40-17：10

分论坛演讲6  自动驾驶的挑战与机遇

陈娜女士

乐视超级汽车自动驾驶经理

8 17：10-17：40

分论坛演讲7   博世自动驾驶和网联停车

丰浩先生

博世（中国）底盘系统控制部市场经理

 

下午 第二场 标准检测和下午 第二场 标准检测和法律法律法规论坛 14:00-18:40法规论坛 14:00-18:40

主席：主席：

 11月4日 内容 / 人员

1 14：00-14：30

分论坛演讲1  待定

周文辉先生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处长

2 14：30-15：00

分论坛演讲2  待定

刘地先生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标准化研究所博士

3 15：00-15：30

分论坛演讲3  待定

袁昱博士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数字感知计划主席、IEEE消费电子标准委员会主席 

4 15：30-16：00

分论坛演讲4  待定

荣文伟先生

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5

 
16：00-16：10 茶歇

6 16：10-16：40

分论坛演讲5  AUTOSAR-支撑未来汽车的软件平台

荆喆先生

汽车开放系统架构联盟(AUTOSAR)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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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40－17：10

分论坛演讲6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整车测试评价平台建设

谢飞先生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8 17：10-17：40
分论坛演讲7   待定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

9 17：40-18：10
分论坛演讲8  待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10 18：10-18：40

分论坛演讲9车载系统自动化测试之路

曾迎晖女士

瞬联软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

 

下午 第三场 节能下午 第三场 节能环保环保和智能舒适论坛14:00-17:40和智能舒适论坛14:00-17:40

主席：富士通主席：富士通

 11月4日 内容 / 人员

1 14：00-14：30

分论坛演讲1   待定

曾兴球先生

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委员、中石油专家委委员

2 14：30-15：00

分论坛演讲2   待定

张欣先生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3 15：00-15：30

分论坛演讲3   待定

刘飞宇先生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4 15：30-16：00

分论坛演讲4   待定

 

殷承良先生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5

 
16：00-16：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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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10-16：40
分论坛演讲5   待定

日产汽车公司

7 16：40－17：10

分论坛演讲6   数字化技术实现智能汽车社会

金坚敏先生

日本富士通中央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8 17：10-17：40
分论坛演讲7    待定

戴姆勒-奔驰

 

下午 第四场自动驾驶和主动安全论坛B 14:00-17:40下午 第四场自动驾驶和主动安全论坛B 14:00-17:40

主席：360汽车安全实验室主席：360汽车安全实验室

 11月4日 内容 / 人员

1 14：00-14：30

分论坛演讲1  畅想以汽车信息安全为核心的汽车互联网

刘健皓先生

360汽车安全实验室负责人

2 14：30-15：00

分论坛演讲2  待定

李維興先生

高通公司全球技术副总裁

3 15：00-15：30

分论坛演讲3  待定

迈克尔·布拉丁先生

安森美半导体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4 15：30-16：00
分论坛演讲4  待定

福特汽车公司

5

 
16：00-16：10 茶歇

6 16：10-16：40 分论坛演讲5  待定

7 16：40-17：10 分论坛演讲6  待定

分论坛演讲7   车联网影像应用及趋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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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7：10-17：40 杜瑞彬先生

物联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开发处副总经理

晚上 车联欢迎酒会 19:00-20:30晚上 车联欢迎酒会 19:00-20:30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会务费：1500元/人；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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