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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会议背景
CONFERENCE BACKGROUND

　　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每年有2000万以上的新增人口涌向城市，给城市生存环

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加上电商的异军突起，平均保持年均40%以上的增长，带动

了中国物流产业特别是城市配送的极大需求。城市配送是物流链条中最后一公里的

配送，在整个物流环节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15年最后一公里的市场规模已达

9600亿元，据近几年的增长率计算，2020年市场规模将有望超过2万亿。

　　为推进绿色高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运

用，打造绿色低碳城市，10月29日，电动汽车资源网在深圳主办“2018第二届中国

新能源物流车绿色城配大会”，邀请政府及电商平台、物流企业、运营商、终端用

户、主机厂等产业链单位，共同打通车、桩、货、人、信息、金融等产业闭环，助

力城市配送物流业迈上新台阶。



02 会议概况
BASIC INFORMATION

时间/地点：2018年10月29日  深圳坪山·金茂园酒店

指导单位：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办单位：电动汽车资源网

会议规模：400+人

参会对象：1、电商平台

　　　　　2、物流企业

                 3、终端用户

　　　　　4、运营商

                 5、物流车企业

                 6、配套零部件企业

                 7、行业机构/协会

　　　   



03 四大主题
CONFERENCE TOPIC

“2018第二届中国新能源物流车绿色城配大会”有以下四大主题：

　　一、城市配送车辆电动化的政策支持与全国互动趋势

　　二、城市配送电动化市场现状与未来趋势

　　三、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四、城市配送电动化创新之路



四大主题
CONFERENCE TOPIC

一、城市配送车辆电动化的政策支持与全国互动趋势

1：深圳、成都、西安、上海是怎样推动新能源物流车在城市配送中的应用？

2：交通部、商务部等四部委推动22个绿色配送示范城市的政策解读

3：深圳新能源物流车运营补贴能否在全国复制？



二、城市配送电动化市场现状与未来趋势

1：电商物流配送电动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商超配送电动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3：冷藏配送电动化如何构建优势

4：城市搬家、家具、建材配送车辆电动化的特殊需求

5：城市渣土车、环卫车电动化的策略与趋势？

四大主题
CONFERENCE TOPIC



三、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1：新能源物流车中小运营商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新能源物流车大型运营商如何度过艰难期强化自己的市场优势？

3：最后的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画像猜想

四大主题
CONFERENCE TOPIC



四、城市配送电动化创新之路

1：从销售补贴到运营补贴和充电补贴，政府该如何创新补贴方式发挥补贴的杠杆优势

2：补贴快速退坡及没有销售补贴下，新能源物流车整车商及运营商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

3：新能源物流车如何争取和利用好路权优势

4：城市配送电动化如何在配送成本、配送便利性上实现创新突破

5：城市配送电动化如何与集配、共配高度融合实现真正的绿色配送

6：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如何有效整合，合二为一，降低配送成本提升效率

7：新能源物流车订制化的趋势

8：充电桩企业如何在城配电动化的蓝海市场实现本行业红海向蓝海的突破

9：新能源物流车“以租代购”运营模式分析与探讨

10：城配电动化如何实现车、桩、货、人、信息与金融的六合一创新模式？

四大主题
CONFERENCE TOPIC



04 演讲嘉宾
CONFERENCE SPEAKERS

袁 果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高级业

务拓展专家

谷小猛

货拉拉运力总监

郑伟志

顺丰速运综合共享

服务中心负责人

刘 飞

京东物流新能源汽

车项目组负责人



04 演讲嘉宾
CONFERENCE SPEAKERS

杨志慧

智行（杭州）汽车

租赁运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海莹

地上铁租车（深圳）

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快递协会 胡新潮

58速运战略合作总

监

杨 东

浙江传化绿色慧联

物流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



04 演讲嘉宾
CONFERENCE SPEAKERS

范永军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更多嘉宾，敬请期待！

胡利勇

重庆士继达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维华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

源汽车销售公司总

经理

陈露露

德邦采购寻源服务

部高级总监



05 会议亮点
HIGHLIGHTS

同期进行新能源物流车挑战赛，汇聚全国50+家品牌车型现场展示，

实现物流车车企与运营商、物流企业等更直接、高效的商业交流。

解析城市配送电动化的现实痛点及发展趋势，探索未来创新之路。

30+家零部件企业展示最新技术产品，为新能源物流车的订制化提

供最直接的技术交流平台。

行业各大运营商、物流企业高层共同探讨新能源物流车运营的生存

发展之道。

全国最大新能源物流车购车节——将汇聚500家经
销运营商，展车、试车、选车、购车尽在于此。



06 拟邀企业
INVITED ENTERPRISES



电商平台/物流企业

货拉拉

美菜网

58速运

易货嘀

京东物流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鸟科技有限公司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快递有限公司

深圳市曹操货的货运有限公司

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传化绿色慧联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德坤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蚂蚁物流有限公司

交联网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云南小蜜蜂物流有限公司

优速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昊迪物流有限公司

福建仁泰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洋物流有限公司

HK中越物流外贸有限公司

山东田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好运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

深圳市吴越物流有限公司

中远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铃铛物流（海南）有限公司

深圳乾龙物流信息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德富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四川同程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猴子快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全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调车宝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夫网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斯菲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泰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运营商/经销商企业

熊猫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江苏暄乐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陆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士继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众捷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军凯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八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豪瑞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轩车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众运力汽车有限公司

易微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牧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乐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交新能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上海耀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国民运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国凯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一微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阿凡提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绿道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包头市龙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辉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骐熙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沃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名驱车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速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中造（深圳）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隆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易康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莞市胜利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亿海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博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绿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舜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从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龙宝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众城恒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兰天兰智慧城市新能源推广中心

万合绿舟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运营商/经销商企业

一米电动（西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易威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绿驰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家理工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城际电服（深圳）有限公司

江苏超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佰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货易帮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国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湘润吉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仕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贺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君泰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海盟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同城优服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市博得立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科陆国达（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

东莞市蓝色天空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远程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新宁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天地华宇汽车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绍兴卡奈特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仟佰惠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通北斗物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北京盛世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国之道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鼎连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通汽车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陆驰纯电动物流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元创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科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恒信利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诚信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庞大弘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张家港贺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中升滕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方鹏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义乌市欧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诺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新能源物流车企业

陕汽控股集团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襄阳九州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新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营销有限公司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南京分公司

郑州比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吉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 

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盛时达汽车有限公司

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超龙商用车有限公司

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陆地方舟电动车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鑫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媒体合作：

关夏芬:13640985235

邮  箱：guanxiafen@zhdyw.com

易  欢：0755-25924549

邮  箱：sunny@zhdyw.com

参会报名

参会价格

3200元/人

可享服务：

1. 参与会议

2. 参观产品展示区

3. 参观展车区及试乘试驾

4. 会议期间用餐及欢迎晚宴

5. 会议期间车辆接送

付款账户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源盛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厦支行

账       号：05121 0000 7617

开票说明

1. 会务费发票统一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项目为“会议信息服务费”；

2. 10月25日前交费，发票将于会前快递寄出；

3. 10月25日后及在会议现场交费，发票将于会后开出并在一周内快递寄出；

4. 关于发票抬头以及邮寄地址、联系人的信息，请在参会回执中仔细填写，该信息将作为开票依据。

赞助咨询：

姓名：吴绍辉

电话：0755-22656339

手机：15625264410

邮箱：wushaohui@zhdyw.com



谢 谢
THANKYOU

电动汽车资源网
www.evpart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