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
术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术峰会将于2016年12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术峰会自2015年举办以来始终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最前端，目前已发展为业内的技术交流
盛会，每一届都吸引了国内众多主机厂、电机、电池、电控、车载充电机、DC/DC、高压配电箱等企业参会，同时
也聚集了众多国家级专家、领先运营商、业内领军人物参与分享，为与会嘉宾呈现最具行业价值的技术交流盛宴。

2016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术峰会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交流平台，由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总工峰会组委
会主办，电动汽车资源网承办。会议依托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大背景以及深邃的行业洞察，始终立足业内，连接上
下游产业链，展示最前沿的技术要点及经典案例，突破常规思维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会议将继续秉承技术、
创新、合作的理念，集中展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技术、产品、材料及服务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入探讨新能源汽车
技术热点、创新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进而在技术占主流的时代环境下，寻找企业发展突破点，增强业内合
作机遇！

 

峰会亮点峰会亮点

知名大咖云集知名大咖云集

产学研、测评及标准化机构等最具影响力的行业专家齐聚峰会

前沿技术碰撞前沿技术碰撞

行业前沿技术分享

产业互联互通产业互联互通

技术交流及商业模式分享

车企用户对接车企用户对接

车企、运营商用户、采购对接

更多亮点,敬请期待......

 

峰会形式峰会形式

30位重量级主讲嘉宾30位重量级主讲嘉宾

与国内外知名专家及新能源行业顶尖领军人物分享最前沿技术

数百位技术总工论道技术数百位技术总工论道技术

与国内外知名专家技术大咖现场进行最具质感的头脑风暴

前沿主题演讲前沿主题演讲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557715.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557715.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8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5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3/


直击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痛点之解决之道

1000+业界精英1000+业界精英

与国内外主机厂、核心零部件企业、运营商等各领域精英进行零距离交流

接地气主题接地气主题

营造主题展示，直击行业痛点，为您解决技术难点，解决行业困惑

社交机遇社交机遇

在这里，您可以构建行业内人脉，挖掘商机，合作共赢

答谢晚宴答谢晚宴

与行业名流举杯同饮、共话未来

还等什么呢？详情等您揭幕……

 

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术峰会论坛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总工技术峰会论坛

※ 整车可靠性及安全性技术路线

整车对动力电池系统、驱动系统、控制器系统的可靠性及安全性技术要求

整车EMC设计及测试评价

整车可靠性设计及评价

整车安全性及可靠性标准化解读

整车续航里程对动力电池系统、驱动系统的效率要求

※ 零部件安全性、可靠性与测试

动力电池系统（电芯、BMS、箱体）的安全性可靠性设计及测试评价

车载能源系统（动力电池系统、车载充电机系统及非车载充电机系统）安全性可靠性设计及测试评价

驱动系统（电机、电机驱动器、电池箱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设计及测试评价

整车控制器对动力电池系统及驱动系统安全控制策略及评价手段

动力电池系统充放电效率及测试评价方式

驱动系统的效率测试及评价

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管理政策研究与解读

 

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运营商与车企采购对接交流会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运营商与车企采购对接交流会

※ 后补贴时代降成本模式探讨

后补贴时代政策解读

新能源汽车后补贴时代技术创新突破点

从系统集成角度降低成本、二合一、四合一等系统整合

乘用车、物流车、大巴车降成本模式探讨

新能源汽车后市场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

投融机构（汽车租赁、融资租赁）在后补贴时代的商业模式探讨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91/


※ 充电站（桩）运营模式探讨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颁奖盛典 暨答谢晚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颁奖盛典 暨答谢晚宴

年度最佳服务运营商奖 & 年度运营商用户最信赖车企品牌奖

年度中国新能源汽车最佳产品奖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2月21日12月21日

时间 交流会主题

12: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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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2日12月22日

时间 交流会主题

8: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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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4:30 大会开幕致辞

14:30-18:00 论坛专题报告

20:00-22:00 与会嘉宾自助晚宴

 

12月23日12月23日

时间 交流会主题

8:30-12:00 论坛专题报告

12:00-13:30 自助午餐

13:30-17:30 专家论坛讲座

15:30-16:00 茶歇

16:00-17:30 圆桌互动交流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4/


18:30-21:00 颁奖盛典

 

12月24日12月24日

时间 交流会主题

8:30-12:00 论坛专题报告

12:00-13:00 自助午餐

13:30-15:30 论坛专题报告

15:30-17:00 圆桌互动交流

17:00 大会组委会欢送嘉宾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单位

专业机构、高校、专业机构、高校、科研科研院所院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华东锂电技术研究院

 

标准化及检测机构标准化及检测机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

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8研究所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上海)

北方汽车质量监督检验鉴定试验所(201所)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重庆）

UL能源

TUV南德意志集团 

 

整车企业整车企业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吉利汽车研究院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乐视新能源汽车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东风（十堰）特种商用车有限公司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整车——客车整车——客车

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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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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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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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车整车企业——物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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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特种商用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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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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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新宁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云杉智慧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岳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恒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川流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华英汽车销售（苏州）有限公司

重庆易租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众城恒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我的车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北骆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江苏驹马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家理工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远盛大新能源汽车租售有限公司

青岛海盟新能源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鑫日游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逸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

河南一微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瑞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易威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一号货车

福佑卡车

云鸟配送

易到用车

易奇汽车

友友用车

斑马快跑

绿狗租车

曹操专车



滴滴专车

uber打车

嗒嗒巴士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费用明细（含普通增值税发票）费用明细（含普通增值税发票）

人员 费用（单位：元/人） 交费时间

参会代表 ￥3800 2016年12月19日前

参会代表 ￥4000 2016年12月19日后及现场

与会代表可享受：
1、3餐自助餐，1餐晚宴，不包含住宿
2、可享受大会提供的优惠房价

开发票注意事项：
1、会务费发票统一为：增值税普通发票；会务费
2、2016年12月19日前交费的，发票将于会前快递寄出；2016年12月19日后及现场交费的，发票将于会后统一快
递寄出
3、关于发票抬头以及邮寄地址、联系人的信息，请认真对待，在参会回执中仔细填写，该信息将作为开票依据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6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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