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日程

时间

会议
下午

10 月 22 日
晚
上午

大会开幕式及主论坛
第一阶段：战略与发展
第二阶段：创新与协同
未来之夜：
百年汽车荣耀征程（定向邀请）
主论坛
第三阶段：开放与合作
第四阶段：前沿与探索
专题论坛（一）全球产业与生态构建

10 月 23 日
下午

专题论坛（二）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
专题论坛（三）模式创新与战略转型
名家讲堂：迎接汽车变革

上午

专题论坛（四）计算平台与信息安全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交流研讨会（闭门会）
未来汽车开发者大会

10 月 24 日
下午

专题论坛（五）智慧交通与未来城市
同期活动：“芯创杯”高校未来汽车人机交互
设计大赛

晚

汽车科技媒体人沙龙（定向邀请）
对话智者：企业家对话

10 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10 月 22 日-25 日
10 月 22 日-25 日
10 月 22 日-25 日

国际合作圆桌会议（闭门会）
闭幕式：大会总结、成果发布、战略签约
智领未来发布平台：企业战略发布会

全程

同期活动：智联未来——自动驾驶演示体验活
动
同期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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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及主论坛】
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14:00-18:1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1500 人
主题：共建生态 智领未来——开启汽车新时代
内容：探讨智能网联汽车战略与发展、创新与协同、开放与合作、前沿与
探索，构建多元、共享、共赢的国际交流平台，迎接汽车新时代。
第一阶段：战略与发展（10 月 22 日 14:00-16:05）
主持人：钟志华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介绍与会嘉宾

14:05-14:15

致辞：陈吉宁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确定出席

14:15-14:30

演讲人：Carlos Tavares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主席、PSA 董事会主席

确定出席

14:30-14:45

演讲人：Kaushik Rajashekara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国际汽车工程

确定出席

师协会 (SAE)Fellow、休斯顿大学教授
14:45-15:00

演讲人：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已邀待定

15:00-15:15

演讲人：徐留平 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已邀待定

15:15-15:30

演讲人：徐直军 华为轮值董事长

确定出席

15:30-15:45

演讲人：张宝林 长安汽车董事长

确定出席

15:45-16:00

演讲人：徐和谊 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

确定出席

16:00-16:05

分场视频
开幕式：（10 月 22 日 16:0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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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16:10

领导入场：陈吉宁市长主持开幕式

16:10-16:20

宣读贺信：蔡

16:20-16:30

领导致辞：国家领导人

16:30-16:40

领导致辞：Maimunah Mohd Sharif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
署执行主任

16:40-16:50

领导致辞：万 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6:50-17:00

领导致辞：苗 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17:00-17:10

领导致辞：待 定 公安部

17:10-17:20

领导致辞：待 定 交通运输部

17:20-17:25

开幕式

奇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第二阶段：创新与协同（10 月 22 日 17:25-18:10）
主持人：钟志华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确定出席

17:25-17:40

演讲人：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科学院院士

确定出席

17:40-17:55

演讲人：Herbert Diess 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

已邀待定

备选

演讲人：John Krafcik Waymo CEO

已邀待定

17:55-18:10

演讲人：丰田章男 丰田汽车社长

已邀待定

第三阶段：开放与合作（10 月 23 日 9:00-10:35）
主持人：张劲泉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院长
备选：戴

麟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介绍与会嘉宾

09:10-09:20

致辞：刘小明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09:20-09:35

拟邀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首席代表

演讲人：田家美（James M.Tien）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迈阿密大学
工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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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
确定出席

09:35-9:50

演讲人：Joachim Damasky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

确定出席

9:50-10:05

演讲人：杨

已邀待定

备选
10:05-10:20
备选
10:20-10:35

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人：王晓初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已邀待定

演讲人：陈

已邀待定

虹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人：李书福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已邀待定

演讲人：Alejandro Vukotich 宝马集团自动驾驶部门高级副总裁

确定出席

第四阶段：前沿与探索（10 月 23 日 10:35-12:00）
主持人：张劲泉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院长
备选： 戴 麟
10:35-10:45

10:45-11:00

拟邀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中国首席代表

致辞：宋 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演讲人：李克强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专

拟邀
确定出席

家委员会主任
11:00-11:15

演讲人：李稻葵 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教授

已邀待定

11:15-11:30

演讲人：刘庆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确定出席

11:30-11:45

演讲人：Elon Musk 特斯拉创始人

已邀待定

11:45-12:00

演讲人：程

已邀待定

维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CEO

【百年汽车·荣耀征程（定向邀请）】
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地点：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规模：240 人

内容：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经历，总结汽车产业

发展的经验与成果，探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展望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和前景，开启走向世界的荣耀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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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一：全球产业与生态构建】
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 14:00-17:0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400 人
内容：探讨智能化和网联化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的冲击与变革，寻找构建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体系的新方向和新思路。
专题论坛一：全球产业与生态构建

邀请情况

主持人：付炳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拟邀

14:00-14:20

演讲人：托马斯•穆勒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集团
研发部门负责人

已邀待定

14:20-14:40

演讲人：垣见直彦 日本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自动驾驶推进办公
室负责人

确定出席

14:40-15:00

演讲人：周剑光 东风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已邀待定

15:00-15:20

演讲人：汤

已邀待定

15:20-15:40

演讲人：陈玉东 博世汽车中国区总裁

确定出席

演讲人：张

已邀待定

备选

恩 大陆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程 上汽集团前瞻研究院院长

15:40-16:00

演讲人：王秋景 广汽集团研究院院长

已邀待定

16:00-16:20

演讲人：李丰军 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兼智能网联开发院院长

已邀待定

16:20-16:40

演讲人：王

博 国汽智联副院长

确定出席

16:40-17:00

演讲人：刘

泳 舍弗勒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

已邀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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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二：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
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 14:00-17:0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400 人
内容：探讨如何完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如
何协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规范制定和检测认证体系建设。
专题论坛二：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
主持人：于

凯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邀请情况
确定出席

14:00-14:20

演讲人：罗俊杰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

确定出席

14:20-14:40

演讲人：领

导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领导待定）

确定出席

14:40-15:00

演讲人：领

导 交通运输部

已邀待定

15:00-15:20

演讲人：领

导 联合国道路运输局

已邀待定

15:20-15:40

演讲人：魏莉华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已邀待定

15:40-16:00

演讲人：Matthew Brent 澳大利亚使馆商务参赞

已邀待定

16:00-16:20

演讲人：David L.Strickland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与安全管理局

已邀待定

（NHTSA）署长
16:20-16:40

演讲人：斧田孝夫 日本汽车标准国际化中心（JASIC）所长

已邀待定

16:40-17:00

演讲人：王

确定出席

兆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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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三：模式创新与战略转型】
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 14:00-17:0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400 人
内容：探讨智能网联汽车生产模式、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变革趋势与战
略转型，分享前沿发展与实践经验，展望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新“风口”。
专题论坛三：模式创新与战略转型

邀请情况

主持人：李开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确定出席

14:00-14:20

演讲人：赵国庆 长城汽车集团副总裁

已邀待定

14:20-14:40

演讲人：何举刚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副院长

已邀待定

14:40-15:00

演讲人：俞经民 上汽乘用车副总经理

已邀待定

15:00-15:20

演讲人：李高鹏 宇通客车技术研究院院长

已邀待定

15:20-15:40

演讲人：刘俊峰 科大讯飞副总裁、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已邀待定

15:40-16:00

演讲人：黄

确定出席

16:00-16:20

演讲人：辛克铎 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确定出席

16:20-16:40

演讲人：陈山枝 大唐电信集团副总经理

确定出席

16:40-17:00

演讲人：陈春霖 德赛西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确定出席

刚 中移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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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四：计算平台与信息安全】
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09:00-12:0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400 人
内容：探讨智能网联汽车计算平台的总体架构、关键技术、软硬件协同、
研发进展和应用示范，协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计算平台和操作系统的研发
和应用推广。
专题论坛四：计算平台与信息安全

邀请情况

主持人：姚丹亚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确定出席

09:00-09:20

演讲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司副司长

已邀待定

09:20-09:40

演讲人：Jan-Erik Larsson 沃尔沃汽车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

确定出席

09:40-10:00

演讲人：万 蕾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政策与标准专利部
布展、无线标准首席

确定出席

10:00-10:20

演讲人：待 定 新思科技（外籍）

确定出席

10:20-10:40

演讲人：刘健皓 360 工业互联网及车联网安全事业部总经理

确定出席

10:40-11:00

演讲人：Chet Babla ARM 汽车事业部副总裁

确定出席

11:00-11:20

演讲人：吕一平 腾讯科恩实验室总经理、汽车安全负责人

确定出席

11:20-11:40

演讲人：安

确定出席

11:40-12:00

演讲人：吴甘沙 驭势科技创始人兼 CEO

晖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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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出席

【专题论坛五：智慧交通与未来城市】
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14:00-17:00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模：400 人
内容：探讨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对交通出行和未来城市带来的变革，
聚焦智慧交通体系建设，把握未来城市发展趋势。
主题论坛五：智慧交通与未来城市

邀请情况

主持人：石良清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已邀待定

14:00-14:10

致

辞：待

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

已邀待定

14:10-14:20

致

辞：待

定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已邀待定

14:20-14:40

演讲人：张

佐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党委书记

已邀待定

14:40-15:00

演讲人：张永伟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秘书长兼首席专家

确定出席

15:00-15:20

演讲人：Serge Van Dam 荷兰交通、道路管理局交通案例和 ITS
专家

已邀待定

15:20-15:40

演讲人：王云石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通研究所 中国能源

确定出席

和交通中心主任
15:40-16:00

演讲人：岑晏清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

已邀待定

16:00-16:20

演讲人：安藤良辅 日本丰田都市交通研究所研究部部长、教授

已邀待定

16:20-16:40

演讲人：程

鹏 四维图新 CEO

确定出席

16:40-17:00

演讲人：张

博 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兼 CTO

确定出席

9

【名家讲堂：迎接汽车变革】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9:30-12: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400 人
内

容：汇聚全球知名专家、学者，从经济、社会、科学、伦理等角度探

讨汽车产业如何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名家讲堂：迎接汽车变革

邀请情况

主持人：李庆文 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

确定出席

09:00-09:40

演讲人：陆永青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确定出席

09:40-10:20

演讲人：葛树志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

确定出席

10:20-11:00

演讲人：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已邀待定

备

选

11:00-11:40

演讲人：张 钹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演讲人：王

刚 阿里巴巴达摩院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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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
确定出席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交流研讨会】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9:30-12: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100 人
背

景：智能网联汽车的示范测试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与评价体系，

安全层面需建立完备的预防系统和应急系统。国内外许多城市目前已建立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并积累了丰富的测试数据和示范经验，研讨会中与
会嘉宾将深入交流，求同存异，共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发展进程。
内

容：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标准、评价体系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的

建设与运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发文组织召开。

【国际合作圆桌会议（闭门会）】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9:30-12: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50 人
主 题：智能网联汽车全球协同发展
内 容：探讨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各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战
略与政策，包括技术路径、政策治理、商业模式等，以求促进世界各国在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协同、政策法规、示范应用等相关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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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圆桌会议（闭门会）

邀请情况

主持人：瞿国春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

确定出席

09:30-09:40

致

辞：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拟邀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拟邀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拟邀

交通运输部

拟邀

商务部

拟邀

Stefan Bernhart 德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经济工业参赞

拟邀

ERIK JONNAERT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 (现任）
Eric-Marc Huitema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新任）
DOMINIK DECLERCQ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首席代表
SHUO ZHANG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总监
Yangyang YU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高级经理
WEI WANG
欧洲汽车工业协会首席代表助理
09:40-12:00
（研讨环节） Tadanobu MATSUSHIMA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首席代表
Thomas Meurers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首席代表
JOCHEN JOHANNES

GOLLER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DIANA YAO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
HUBERTUS TROSKA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
LENG YAN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职执行副总裁
Massimiliano Trantini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首席运营官
TONY WU 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区总监
ANNING CHEN 福特汽车中国福特汽车公司集团副总裁、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 CEO
ALVIN LIU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Matt Tsien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ALBERT XIE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12

欧汽协负责组
织邀请

Luca MAINARDI 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YASUHIDE MIZUNO 本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Zhan LIANG 本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长
Hyukjoon LEE 现代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PAN QING

捷豹路虎中国总裁

Dr. JIE LI 捷豹路虎中国常务副总裁

欧汽协负责组
织邀请
NISHIBAYASHI TAKASHI 日产汽车公司董事、日产（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CARLOS GOMES 标致雪铁龙中国 CEO
TIANSHU XIN 标致雪铁龙中国副总裁
GUOJUAN QIAO 雷诺中国区中国事业发展部高级经理
XIAOLIN

YUAN 沃尔沃轿车亚太首席执行官

JUN MA 沃尔沃集团首席执行官
Ueda TATSURO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役员
CHANGZHENG DONG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Stephan Woellenstein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r. YUNFENG LIU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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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汽车开发者大会】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14:00-18: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400 人
内 容：畅想未来汽车形态，探讨人工智能、5G 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
前沿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研发与协同创新。
未来汽车开发者大会

邀请情况

主持人：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 杨殿阁

确定出席

14:00-14:30

演讲人：Alexander Waibel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MU)计算机
科学学院教授

已邀待定

14:30-15:00

演讲人：Julien Maynard Ricardo 电子驱动，变速器和车辆先进
技术副总裁

确定出席

15:00-15:30

演讲人：顾维灏 百度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确定出席

15:30-16:00

演讲人：夏

确定出席

16:00-16:30

珩 小鹏汽车联合创始人

演讲人：Cha，Doo Won 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 创
新战略研究所 政策委员

确定出席

16:30-17:00

演讲人：史

军 商汤科技亚太业务事业群总裁

确定出席

17:00-17:30

演讲人：吴

楠 图森未来联合创始人

确定出席

17:30-18:00

演讲人：杨晓明 安波福亚太区总裁

确定出席

演讲人：倪

已邀待定

备选：

凯 禾多科技创始人、CEO

14

【“芯创杯”高校未来汽车人机交互设计大赛】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14:00-16:3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400 人
内

容：“芯创杯”高校未来汽车人机交互设计大赛由世界智能网联汽车

大会组委会指导，汽车电子产业联盟、赛迪传媒、中国计算机报社和赛普
拉斯半导体公司联合举办，大赛围绕“汽车人机交互设计、智能座舱设计、
车内智能应用设计”三个方面，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征集设计作品，在加强
人机交互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同时，增进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协同
创新，推动人机交互技术进步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进 展：6 月份正式启动海选工作，通过线下走访，先后与北京近十所高校
（包括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北邮等）等进行对接；同时开展相关
专家评委邀请工作，将由清华大学、北理工、同济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及
产业内企业专家组成大赛评审队伍。预计相关参赛作品将在未来一个月内
集中推出，下一步将做好大会期间大赛的各项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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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智者：企业家对话】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9:30-11:3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400 人
内 容：组织 ICT 企业、汽车企业、造车新势力之间进行对话交流，共同
探讨如何面对新科技革命下的跨界融合、国际合作、协同创新。
对话智者: 企业家对话
主持人：赵福全 世界汽车工程师协会主席、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院长

邀请情况
确认出席

第一环节（09:30-10:30）
09:30-10:30

对话人：李震宇 百度副总裁

已邀待定

对话人：胡树杰 长城汽车高级副总裁

已邀待定

对话人：杨冬生 比亚迪产品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

确认出席

对话人：Hans Engel 戴姆勒中国副总裁

已邀待定

第二环节（10:30-11:30）
10:30-11:30

备选

对话人：李

斌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已邀待定

对话人：何小鹏 小鹏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确认出席

对话人：沈

晖 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已邀待定

对话人：戴

雷 拜腾汽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已邀待定

对话人：李

想 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确认出席

对话人：朱江明 零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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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出席

【智领未来发布平台：企业战略发布会】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 14:00 - 25 日 16: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形 式：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战略发布平台
内

容：为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相关企业提供高端化和国际化的战略发布平

台，明确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共享最新科技产品及成果。

【闭幕式】
时 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14:00-16:00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规 模：400 人
内 容：进行大会总结、合作项目签约、成果发布、下一届展望。
闭幕式

邀请情况

主持人：杨秀玲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拟邀

14:00-14:05

介绍与会嘉宾

14:05-14:15

致辞：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14:15-15:35

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政策、标准和研究成果

15:35-15:50

签约仪式（北京市、顺义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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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

15:50-16:00

宣布闭幕：殷 勇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联系方式：
北京盛大超越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10-5979 3500
手机：189 1184 4959
邮箱：sales@s-expo.com
网址：www.world-aut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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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