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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共赢 融合发展

——2019 上海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大会

一、时间：2019 年 8 月 28-29 日

二、地点：中国·上海

三、主题：共创共赢·融合发展

四、主办单位：

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广东省充电设施协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

新能源汽车产业网

振威展览股份

五、协办单位：

中国超级电容产业联盟

六、支持单位:

上海市物流协会

吉林省汽车工业协会

湖北省汽车工程学会

上海市仓储与配送行业协会

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会

嘉兴市公共交通协会

浙江省汽车租赁协会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电池专委会

韩国电池工业协会

台湾电池协会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

国际储能与创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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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坛介绍

我国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为全球车企、电池企业、充电

设施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创造了无限商机。如何更好地推动我国新能

源汽车整车和核心三电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已成为业界

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本次大会重点探讨的问题。

本次大会分设会议和展览两个部分。其中会议部分由一个主论坛，

三个分论坛组成，将邀请政府部门领导、技术领域顶级专家和业内企

业负责人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电池与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的

政策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解读，探讨技术创新与突破方向，加快推

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运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其中展览部分，设置了新能源汽车整车展示区、充电设施发展成

果展区、动力电池展区、超级电容器展区等。

八、主要活动

8 月 28 日 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大会

8 月 29 日 充电设施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电池与储能产业峰会

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与运营模式发展论坛

九、本次大会会议拟定相关主题和拟邀请嘉宾及日程安排如下：

主论坛：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大会

时间：8 月 28 日下午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3 馆

时间 主讲方向 主讲嘉宾

13:00-13:05 主持人介绍嘉宾
梁元聪 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

秘书长

13:05-13:25 待定 杨裕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13:25-13:45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总体情况介绍

王菊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

书长

13:45-14:05 待定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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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14:25
新能源汽车与现代物流的

协同发展

陈震 上海市物流协会常务副

秘书长

14:25-14:45

新时代下，新能源汽车轻量

化技术发展与应用

田亚梅 中汽创零部件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国际汽

车轻量化绿色科联盟副主席

14:45-15:05
新能源汽车网络安全问题

与解决方案

朱研 北京娜迦信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

15:05-15:25
上汽集团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未来的思考
上汽集团专家

15:25-15:45 待定

18:00 大会欢迎晚宴

注：最终议程和演讲嘉宾以现场公布为准。

分论坛一：充电设施产业发展论坛

时间：8 月 29 日全天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4 馆

时间 主讲方向 主讲嘉宾

09:50-09:55 主持人介绍嘉宾

吴小员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新

能源汽车产业化研究中心副教

授

09:55-10:15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与导向

刘建华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

进办公室处长

10:15-10:35 待定 孙逢春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35-10:55
我国充电设施产业发展政

策解读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

进联盟

10:55-11:15
由香港到内陆面对市场差

异如何转型
陈振雄 依威能源 CEO

11:15-11:35 充电模块及IGBT技术创新
冯谦益 深圳英飞源技术有限

公司产品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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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商

业化应用前景分析
中兴无线充电事业部领导

13:50-14:10
充电技术快速迭代：充电

桩难找，无线充电破局？

中惠创智（深圳）无线供电技

术有限公司

14:10-14:30
新时代中充换电技术要领

及发展方向

梁莹蓉 深圳驿普乐氏科技有

限公司营销总监

14:30-14:50 充电运营的机遇与挑战
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星星

充电）

14:50-15:30 圆桌会议

互动主题：

1、充电设施运营保障能力建

2、设现场听众提问

嘉宾：

邹雅兰 广东省充电设施协会秘书长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星星充电）

万城万充电动车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鼎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云快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振雄 依威能源 CEO

注：最终议程和演讲嘉宾以现场公布为准。

分论坛二：中国电池与储能产业峰会

时间：8 月 29 日全天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3 馆

时间 主讲方向 主讲嘉宾

09:50-09:55 主持人介绍嘉宾
阳如坤 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09:55-10:15
后补贴时代下动力电池新

发展

王子冬 国家863电动车重大专

项动力电池测试中心前主任

10:15-10:35
提高电池产品质量，保障电

动汽车安全

黄世霖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



5

10:35-10:55
用世界的眼光做超级电容

器
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55-11:15 待定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15-11:35
电池的梯次利用项目探索

与实践

姜延吉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能源创新中心总经理

11:3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磷酸铁

锂电池技术

宋金保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

司总经理

13:50-14:10
动力电池智能制造之路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

阳如坤 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14:10-14:30
EPR制度下的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实践

张宇平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30-14:50
新能源汽车产业标准化体

系建设

刘桂彬 全国汽车标准委员会

副总工程师

14:50-15:10

超级电容器技术突破难：低

成本炭材料将成为技术攻

关的关键

张永林 广西北海星石碳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5:10-15:30
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解决

方案剖析
待定

注：最终议程和演讲嘉宾以现场公布为准。

分论坛三：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与运营模式发展论坛

时间：8 月 28 日下午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4 馆

时间 主讲方向 主讲嘉宾

13:00-13:05 介绍嘉宾
袁建光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

公共交通分会副秘书长

13:05-13:25
新能源公交未来发展趋势

及政策走向

袁建光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

公共交通分会副秘书长

13:25-13:45
新能源公交场站规划与运

营管理

郝辉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

共交通分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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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13:45-14:05 待定 上海鼎充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4:05-14:25 智慧公交发展前景探讨 扬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领导

14:25-14:45
AI 赋能，打造一体化智慧

公交云控平台

张伟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前瞻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14:45-15:05 新能源公交充电场站建设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领

导

15:05-15:25 待定
亿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5:25-15:45
2019 智能驾驶舱主流趋势

发展

洛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领导

13:00-13:05
公交线路规划及公交场站

建设

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注：最终议程和演讲嘉宾以现场公布为准。

注：最终议程和演讲嘉宾以现场公布为准。

十、参会标准

1、大会主论坛演讲： 150,000 元/场/20 分钟

2、大会分论坛演讲： 100,000 元/场/20 分钟

3、全场参会费：3600 元/人（含会务费、午餐、晚宴、会刊）

4、单场参会费：1200 元/人（含会务费和当日午餐）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优惠价：官方价格的 8折

十一、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海英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电话：025-58898740；13705159365

邮箱: xuhynj@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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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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