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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框架

在当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相关部门频频出台政策鼓励汽车产业。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要完善机动车报废更新政策和新能源汽车推广机制等，加快建立绿色生产
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陆路交通的必要趋势之一，如何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解决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技术难题，是所有车企行业所关注的问题。

荣格工业传媒将于2020年10月在上海举办“2020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通过本次会议，旨在搭建一个长期高水平的学
术交流和聚贤聚智平台，研究新形势下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发展方向，为中国交通领域技术发展建言献策，提高交通领域技术水
平，为实现“交通强国”目标提供支撑。

2020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第一天上午

第一天下午

主论坛：政策解读&市场布局

论坛一：电机电控及电动车驱动技术 论坛二：整车关键及环保材料与先进技术

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下午

论坛三：动力电池关键技术与安全问题

工厂参观（比亚迪）



往届花絮

热点议题

谁将参加

－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领导或专家
－ 整车、零部件企业相关负责人
－ 电池系统集成商、PACK企业、电芯企业，BMS企业、热管理系统集成商，热管理材料商、电池材料供应商
－ 车用钢、碳纤维及复合材料、铝合金、镁合金、塑料等原材料供应商
－ 汽车设计公司、软件企业、装备、模具以及材料连接技术企业
－ 相关检测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家

主论坛：政策解读&市场布局

-  2020新能源汽车提振消费政策解读
-  新政和补贴退坡预期下，新能源汽车
   营销模式和困境突围探讨
-  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融合发展与布局

论坛一：电机电控及电动车驱动技术

-  电动汽车用高功率密度、高性能电机现状及关键技术
-  轮毂电机技术的突破及产业化发展
-  电动车电机控制效率提升技术及整车匹配关键技术
-  电动汽车电驱动设计与前瞻技术研讨
-  应用SiC提高电动汽车驱动系统效率

论坛二：整车关键及环保材料与先进技术

-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案例分享：结构设计及材料的需求
-  混合材料轻量化车身的挑战、趋势和技术进展
-  新型铝合金材料轻量化解决方案（如泡沫铝）
-  新能源汽车激光拼焊技术、热压成型技术
    微发泡注塑成型技术
-  汽车内饰低气味、低VOC材料开发及生产工艺控制
-  环保型胶粘剂在汽车上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论坛三：动力电池关键技术与安全问题

-  动力电池安全性测试评价
-  高能量密度圆柱电池开发进展
-  动力电池热管理技术难点及热失控安全探讨
-  动力电池PACK系统设计及BMS性能优化技术
-  激光焊接技术在动力电池生产中的应用
-  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安全技术与实现 



往届参会赠言

往届演讲嘉宾及议题

多开展此活动，增加交流机会。希望能经常组织此类活动，了解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前沿技术！

                                                                                                                                      ⸺丰田汽车技术研发部

感谢主办方的工作，因时代发展太快，建议可每年多次开展研讨会进行讨论和分享！
祝荣格越走越远，独树一帜成为榜样、标杆！

                                                                                                                                      ⸺上海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开幕致辞
致辞嘉宾：周诚
上海市松江区副区长

镁材料在氢能领域的
应用及展望
演讲嘉宾：丁文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推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演讲嘉宾：陈容
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松江区商务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促进服务
中心主任

中国新能源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现状及思考
演讲嘉宾：侯国艳
国创燃料电池首席专家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新的汽车市场趋势下
的用户洞察
演讲嘉宾：金新
副总裁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技术现状与发展
演讲嘉宾：田洪福
高级经理/研究员级高工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新技术、新材料、BIZ MODEL
演讲嘉宾：陈晖
瑞延集团

柯马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演讲嘉宾：王骏武
动力总成装配事业部技术总监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往届演讲嘉宾及议题

车用BMS未来市场和
技术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曹宝健
总监
深圳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在新能源上的应用
演讲嘉宾：陈宏波
客户经理
贰陆红外激光（苏州）有限公司

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标准
以及德尔福BMS产品路线
演讲嘉宾：张伟友
技术经理
德尔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
有限公司

面向动力电池产业痛点问题
的电池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演讲嘉宾：张希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智能汽车
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

新能源汽车先进热管理
控制技术
演讲嘉宾：朴昌浩
副总裁/动力研究院院长
奇点汽车

博格华纳最新电驱动
“三合一”技术&趋势

演讲嘉宾：孙树强
高级市场经理
博格华纳

汽车领域用铝电解电容器和
薄膜电容器的最新技术动向
演讲嘉宾：毛继东
董事兼任副总经理
尼吉康电子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协作机器人助力实现
新能源汽车装配自动化
演讲嘉宾：郭峰
大客户经理-汽车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时空域有序充电
与高频无线充电的研究
演讲嘉宾：马澄斌
副教授/博士生导生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IEEE IES上海分会主席

SiC技术在新能源汽车
电机控制器中的应用
演讲嘉宾：孙辉
电动和混动业务部研发总监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电机及其驱动系统新技术与发展趋势探讨
演讲嘉宾：高强
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往届参会名录

奇点汽车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博格华纳
上海交通大学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尼吉康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一汽集团公司
德尔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有限公司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贰陆红外激光（苏州）有限公司
瑞延集团
中国工程院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
无锡银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欣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派米雷集团
中电光谷
湖州吴兴商务局
启迪漕河泾（中山）科技园
海尔智谷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复荣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荣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姜思福克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恒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金地威新集团
上海天安金谷科技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梓一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帕卓管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维萨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马鞍山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
深圳合纵天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川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上海菱歌金属制品
正泰启迪（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鼎充新能源
良基博方
江苏万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正泰启迪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中欧协会一带一路国际项目促委会华东办副主任
道达尔
上海菱歌金属制品厂
麦格纳汽车镜像（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上盟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Celanese
TOTAL
山高刀具
巴鲁夫

锋宏海力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合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欧纷泰化工（上海）有限公司_
苏州普热斯勒先进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昆山慕福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必维诚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威库司锯业（上海）有限公司
赫斯可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摩根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电隆电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恒瑞有限公司/江苏亨睿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志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欧葛兰（上海）电气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马斯特模具（昆山）有限公司
积康螺杆制造（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拓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常盘上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汇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瑞旭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杰邦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瑞安市宏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白象汽车附件厂
浙江申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天长市天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沃尔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斯沃博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工有限公司
常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纳恩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诺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伟创力
宁波吉烨汽配模具有限公司
库伯勒（北京）自动化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合輝電子元件有限公司
杜凯汽车配套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atlascopco
上海乐瑞固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乐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奇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泰德兴精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上海海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蔚然（南京）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美驰巴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
长兴国家大学科技园
Saint Gobain
青岛海尔产城创集团



往届参会名录

上海中田机械有限公司
莱丹塑料焊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技术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沪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金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铸乐精密机械零件有限公司
辰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Ziyuan Automotive Parts Co.,Ltd.
上海市交通电子行业协会
诺博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市伊维玛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浙江港流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恒瑞有限公司
苏州文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上海纳特汽车标准件有限公司
上海乘瑞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怡虎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Intercable China
昆山茂顺密封件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绿能高科
Hirschmann
上海湃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金地威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纳狮新材料（浙江）有限公司
上海凯时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盛禧奥聚合物（张家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允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兼房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中工研院（重庆）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法雷奥汽车电器系统有限公司
易趋宏挤压研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市志康包装有限公司
Humedevent
潘天表面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奇各智能汽车
师创信息科技集团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_
金地威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志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盖茨优霓塔传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工众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联东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
浙江龙芯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进硕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
昌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创驱（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星马克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泰国南洋金龙企业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海赛递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分子学会
安信证券
中国有色金属报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天意中国企业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
莫尼萨光电通讯上海有限责公司
思乐福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蓥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洪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科世达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帕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岳欧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劳士领汽车配件（昆山）有限公司
合易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臻广新材料科技公司
上海与翔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英伦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大项公司
苏州鹏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科勒投资有限公司
爱孚迪（上海）制造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乘逸实业有限公司
万向钱潮（上海）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海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远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苏州宏业龙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无锡市阿曼达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励益铝业有限公司
上海坤亿精密金属成形制品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宁波伊斯特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市山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汤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至尊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央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三菱重工汽车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苏州奔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华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约斯特（中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众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永恒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米巴精密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往届参会名录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
东风汽车装备责任有限公司
深圳仕佳光缆技术有限公司
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永恒力叉车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_
上海腾晨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绿驰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稳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思维科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易微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鼎盛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诚亿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双快自由新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研究院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步波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质拓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控股集团
瀚隽智能科技
Polyone
毅兴行
上海林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鼎通塑胶有限公司
汇众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龙胜实业有限公司
邱博投资有限公司
安配色
宁波华腾首研新材料有限公司
明园
敏实集团
Autoneum
宁波太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Evoc
上海仪电
上汽通用汽车
临港集团
宝山钢铁股份公司
京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零跑汽车
吉利汽车研究院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堡敦（天津）机电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日硕模型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纳博特斯克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恒大新能源汽车上海公司

宝理工程塑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国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上海强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库卡柔性
鋆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安凯希斯汽配有限公司
普利茂斯永乐胶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精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顺迪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君屹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鹰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思客琦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晋州空调有限公司
上海旻星实业有限公司
亚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诺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晋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卓昕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佳利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劲远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迅筑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智造（上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循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营创精密汽车模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三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良基博方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弘允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擎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领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梓岳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磁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默索实业有限公司
必维欧亚电气技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旦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生信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埃亩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迅志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鉴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
西刻标识集团
泰尔盾（上海）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翊科精密挤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卓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豪嘉包装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矩省（上海）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市和科达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裕克施乐塑料制品(太仓)有限公司
劳易测电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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