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拟定会议日程
强信念 稳发展 开新局
2022 年 9 月 2-4 日
天津·滨海新区
2022 年 9 月 2 日
智能电动汽车的未来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四层多功能厅 2+3
会议背景：
中国不只是全球体量最大、增速最快的汽车市场，在包容性、开放性上，同
样走到了世界前列。电动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浪潮为汽车产业的国际化提出了新要
求，也带来了新动能。中国与海外主要汽车大国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拥有广阔的
产业合作前景。本节会议重点打造汽车行业国际化交流平台，结合各国的道路环
境、产业链分工，深入研讨智能电动汽车在标准法规、关键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合
作前景。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周华
演讲人：
中国：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VIP 国际峰会
16:00～18:0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公司
德国：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
宝马集团
戴姆勒
奥迪中国
日本：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
通用中国
瑞典：
沃尔沃汽车
英国：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国：
Stellantis 集团
中欧汽车行业发展展望
会议地点：德国慕尼黑凯宾斯基四季酒店
会议背景：
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背景下，汽车产业处于全球化供应链高度协同协作状
态，中欧两地在全球汽车产业中扮演着重要且多元化的角色，也成为全球汽车产
业发展的主要阵地。本次泰达汽车论坛秉承着开拓创新、放眼全球的办会格局，
特设欧洲分论坛，旨在打造贯通中欧的汽车行业交流平台，共同展望中欧汽车产
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主持人：
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郝冠琦
致辞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周华
欧洲分论坛
（线上直播）
19:00～23:00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总领事 童德发
德国巴伐利亚州经济促进局局长 Gudrun Weidmann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 Kurt-Christian Scheel
演讲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深首席专家 吴松泉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所高级工程师 谢东明
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商务总监 王宏全
长城欧洲战略总监 金建明
TUV 南德汽车服务部副总裁 Stefan Merkl
敏实德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景立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宝马集团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3 日
“强信念 稳发展 开新局”的政策取向与行动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二层于家堡大报告厅
会议背景：
在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支持、引领下，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
场，并在关键技术研发、先进制造工艺、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
但今年三月份以来，汽车产业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高位震
荡，疫情多点散发，吉林省、上海市等汽车制造重点区域相继停工减产，物流运
输受阻，行业发展形势严峻。尽管存在困难与挑战，但我国经济以及汽车产业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汽车产业众相关参与方要提振发展信心，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发挥好国民经济重要“稳定器”与“压舱石”的支撑作用，
携手打造转型升级新动能。

开幕大会
09:00～13:00

产业链论坛
14:00～17:00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陆梅
致辞人：
全国政协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安铁成
天津市人民政府/滨海新区
演讲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主持人：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张宏民
“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创新基地”启动仪式
演讲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奥迪（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集团
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产业链进化升级路在何方？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二层于家堡大报告厅

会议背景：
在智能化、电动化技术的驱动下，汽车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重构。一方面，
随着软件定义汽车理念的深入人心，汽车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
革，消费者为汽车企业提供大量数据，汽车企业则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体验，由此催生软件服务业务。另一方面，汽车将发展为众多产业融合创新的大
平台，视频传感器、决策控制器等多种先进技术将成为产业链的核心。本节会议
将围绕汽车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挑战开展深度对话。
主持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 叶盛基
演讲人：
德载厚资本董事长/基金投委会主席、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
中国汽车芯片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联席理事长 董扬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CSCO（首席供应链官） 赵国庆
腾讯智慧出行副总裁 钟学丹
广汽集团执委会委员、广汽研究院院长 吴坚
岚图汽车 CEO 卢放
知行汽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宋阳
武汉大学工研院执行院长 刘胜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荆棘与坦途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四层多功能厅 1
会议背景：

大市场论坛
14:00～17:00

数智论坛
14:00～17:00

我国正在推动汽车产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将
逐步破除阻碍汽车发展和流通的各类问题。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布置六方面重点任务，打通内循
环堵点。我国将打破各地制度藩篱，建立全国统一汽车市场。在这种背景下，我
国汽车市场将产生新的变化趋势，汽车企业在研发、产品、销售、营销各领域应
基于全国统一市场视野，统筹全国资源，畅通国内大循环。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报社社长 辛宁
演讲人：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朱宏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青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 徐长明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跃赛
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国际广告协会全球副主席 张国华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 王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研究中心主任 周炜
探索智能时代前瞻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实现路径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四层多功能厅 2+3
会议背景：
近年来，随着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化
应用需求明显增强，汽车座舱也逐渐向以人机交互为核心、多屏联动方向发展。
但是智能化前瞻技术发展和落地仍面临诸多问题，比如高级别自动驾驶如何解决
复杂路况下的安全问题；人机交互如何解决千车一面、交互呆板、互联能力差、

无情感化交流等问题，本节会议通过权威专家研讨，基于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的
最新成果赋能创新产品，提升用户出行体验，研判智能时代技术和产品的新趋势。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洧
演讲人：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古惠南
东风汽车集团技术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工会主席 杨彦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标准化研究所所长 王兆
吉利汽车集团研发系统领克品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磊
长安汽车智能化研究院副总经理 梁锋华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汽车动力与智能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殷承良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 马楠

2022 年 9 月 4 日
08:30～12:00

分会场 1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二层于家堡大报告厅
双碳战略的近策与远景
会议背景：

双碳论坛

随着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支持、引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明确了我国应
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蓝图。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欧盟碳
关税等贸易制度下，汽车电动化发展已成为汽车产业全球竞争的关键。未来迫切
需要建立和完善碳足迹核算体系，支撑碳足迹精确管理、核算、认证以及核查，
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双碳”目标的实现。

08:30～10:00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资深首席专家、总师办副主任 黄永和
演讲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斌
中国一汽工程与生产物流部副总经理、中国一汽制造技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晓胜
博世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总裁 张颖
英飞凌汽车事业部技术市场高级总监 王丽雯

10:00～10:15

茶歇
动力电池技术的突破与变局
会议背景：

双碳论坛
10:15～12:00

08:30～11:0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动力电池行业的高速发展。2022
年以来，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高能量密度与安全性能已经成为新一轮
整车及动力电池企业竞争的焦点。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未来
从哪些领域突围，形成怎样的竞争格局备受关注。动力电池全产业链需要厘清未
来的发展方向，积极治短补弱，促进产业快速良性发展。
主持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研究员 肖成伟
演讲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总师办公室新能源专项总工程师、
新能源检验中心总工程师 王芳
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 张放南
苏州清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清陶研究院院长 何泓材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彦龙
分会场 2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四层多功能厅 1
大变革时代 产业投资新赛道在哪里？

创投论坛
08:30～11:00

会议背景：
金融资本发挥着加速构建汽车新生态的引擎作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模
式创新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力量，资金的投向对汽车产业变革将产生深刻影响。在

产融高效融合的推动下，汽车行业很多具有“独角兽”潜力的创新型公司得以脱
颖而出，为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实现优质产业链创新企业资金需
求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对于推动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样起到重要作用。本节
会议将以汽车金融与资本为视角，重点研判汽车行业新兴赛道的投资趋势。
主持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战略规划与科技创新部总经理 朱向
雷
演讲人：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杜硕
广汽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广汽资本总经理 袁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中汽数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冬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 王建龙
北汽产投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贾广宏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处长、中咨资本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谢明
华
08:30～12:00

分会场 3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四层多功能厅 2+3
由短缺到成熟，车用芯片国产化何时迎来春天？
会议背景：

生态论坛
08:30～10:00

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发展促使单车芯片搭载量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
汽车芯片产能紧张、供应链缺乏弹性，加之全球疫情蔓延等，2020 年以来，汽车
“芯片荒”席卷全球，部分车企不得不削减产量。加快汽车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如何解决“芯片”卡脖子
问题、补足“芯片”产业链空白，整车企业与芯片上下游企业联动协同，实现国
产化替代刻不容缓。
主持人：
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院长、吉林大学重庆研究院院长 周晓勤
演讲人：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 戎辉
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刚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佐楠
寒武纪行歌执行总裁 王平
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云
爱芯元智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仇肖莘

10:00～10:15

茶歇
汽车价值链后移，何为质变关键点？
会议背景：

生态论坛
10:15～12:00

我国汽车产业已经由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博弈新阶段，产品供需形势发生变
化，具有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汽车企业盈利的价值链逐渐由生
产制造环节转向售后市场。软件服务、二手车、维修保养、改装、报废回收、动
力电池的梯次利用等将成为重要的盈利环节。在互联网思维加持下，后市场盈利
模式也将发生深刻变革。本节会议将聚焦价值链后移背景下的新盈利模式创新，
通过专家的思想碰撞，为汽车企业探索新的业务形态提供决策参考。

主持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罗军民
演讲人：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王璋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鲍伟
中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海峰
地上铁战略创新业务高级副总裁 康平陆
08:30～10:55

分会场 4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七层会议室 4
CATARC 标志认证筑基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背景：

认证论坛
08:30～10:55

以内涵式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提高产品
品质标准，全面提升管理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将为汽车
企业注入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华诚认证依托优质的行业资源、高效的管理机制、
高素质专业化的认证团队、丰富的技术经验，持续在汽车全产业链及全生命周期
上开展深入探索，致力于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汽车认证服务价值创造者。本节
会议，将由华诚认证主持，以“高品质认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聚焦于汽
车市场热点，通过主管部门领导的阐释、行业专家的思想碰撞、新型认证实践的
分享等环节，助推汽车信用保证全域模式的发展。
主持人：
中汽研华诚认证（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宇
演讲人：
中汽研华诚认证（天津）有限公司产品认证部部长 陈超
中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汽车消费者研究与传播部总监 梁本双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新能源业务部部长 管宇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领克品牌研究院总工程师 刘巍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逸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V2X 智能网联汽车研发部经理 李
晰
曼胡默尔滤清器（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研发总监 潘勇
媒体信息发布会

12:00～12:30

论坛成果共识发布
会议地点：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七层会议室 4
主持人：中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铁
发布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吴志新
注：最终会议日程以现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