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1日-12日    
中州华鼎饭店（河南郑州 · 登封 · 福佑路与玉带路交汇处北200米）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2.0时代——

2018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大会



01 会议背景



会议背景

　　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80万辆，分别达到79.4万辆和77.7万辆。据相关机构预测，

自2018年开始，中国将正式进入新能源汽车百万时代，这也将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全面从

1.0时代进入2.0时代！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绝不再仅仅是动力能源的单一迭代，而是整个汽车产业格局的深刻巨变，

产业链、生产方式、产品属性、消费需求和售后服务等方面都在发生变革，同时智能化发展也在加速。

这些都迫切地要求新能源汽车产业构建全新业态：电池从研发、生产到回收如何形成闭环？零部件企

业与主机厂之间、主机厂与运营商之间、运营商与终端消费者之间，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标准化、

合理化的售后服务体系？如何更好地连接用户、提高营销效率，帮助解决存量市场危机，助力新能源

产业长线发展？

　　面对新型产业格局，在新的发展势态下，“2018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大会”应势

而谋，2018年5月11日-12日，邀您共商新能源汽车2.0时代！



02 会议概况



时间/地点
2018年5月11日-12日

郑州登封·中州华鼎饭店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

电动汽车资源网

支持单位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协办单位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能源物流车运营商总裁班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会议规模

参会对象
主机厂

零部件企业（电机、控制器、电池、车载充电系统等）

运营商/经销商

电商、物流企业运力负责人

充换电企业、充电桩运营商

传统汽车售后服务企业

投融资机构新能源方向负责人

行业机构/高校         

会议概况

600-700人



03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2.0时代——
“2018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大会”由八大主题构成：

一、新政策环境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解读

二、整车开发2.0时代——正向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造车

三、零部件2.0时代—— 零配件技术、创新与安全

四、动力电池2.0时代——高能量密度、高寿命、高安全、低成本

五、运营商2.0时代，合纵连横——

       新能源物流车绿色城配生态系统构建（电商、物流平台与运营商及车企运力需求匹配）

六、乘用车2.0时代——绿色、智能、共享化趋势下的新能源乘用车

     （出行公司与车厂采购对接会）

七、充换电2.0时代——充电桩互联互通，理性投资平稳盈利时代

八、服务2.0时代——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及电动二手车流通体系的构建



  一、“新政策环境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解读”

●  2018年新能源汽车政策权威解读影响分析及2018年预测

   （对乘用车、客车、物流车及零部件企业的影响）

●  政策如何影响行业降成本，技术路线，模式等

●  3万公里变2万公里，是喜是忧？（2017年补贴清算，3万会不会也变成2万）

●  企业如何定价？对比过渡期，6月后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新玩法？

●  地方政策的转变方向，路权等何时能开放？

●  双积分政策如何顺利落地，对乘用车企业的影响

●  商用车双积分政策，对行业的启发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

二、整车2.0时代——正向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造车

●  电动专用车正向开发的尝试与进程

●  无人驾驶技术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  互联网造车的前景

　



三、零部件2.0时代—— 零配件技术、创新与安全

●  多合一一体化电源柜的新趋势

●  VCU和BMS集成系统的产业化应用

●  IGBT大功率交流充电技术与提升

●  V2G、V2V与分布式能源体系构建

●  整车可靠性、安全性设计对动力总成 的技术要求

●  整车可靠性、安全性设计对辅助配套系统的技术要求

●  整车可维修性设计对动力总成的技术要求

会议主题



 四、动力电池2.0时代——高能量密度、高寿命、高安全、低成本
　
●  高能量密度需求下的动力电池安全与可靠性设计

●  高镍体系三元锂电成本、安全、循环的变化趋势  

●  磷酸铁锂的软包和方形锂壳电池的现实选择

●  固态和凝固态电池的最新研究与应用成果

●  氢燃料电池广泛应用需要打破的瓶颈？

●  锂硫电池何时真正突破？

●  金属空气电池何时才能产业化应用？

●  产能集中释放后的动力电池的市场竞争格局

●  电池回收、梯级利用技术及未来发展

●  动力电池热管理技术探讨

●  动力电池系统快速安全灭火方案探讨

会议主题



 五、运营商2.0时代，合纵连横——新能源物流车绿色城配生态系统构建
      （电商、物流平台与运营商及车企运力需求匹配）

●  电商、物流平台与运营商及车企运力需求匹配

●  城市绿色货运系统解决方案

●  车、桩、货、人，新能源汽车时代绿色城配生态系统构建

●  主机厂走向运营

●  运营车辆定制化新趋势

●  多运营模式下的新能源物流车

●  新能源运营商分化进行时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

  六、乘用车2.0时代——绿色、智能、共享化趋势下的新能源乘用车
         （出行公司与车厂采购对接会）

●  电动化+智能化

●  A级，A0级向B级和C级升级

●  从主要用于分时，网约，出租走向千家万户的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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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充换电2.0时代——充电桩互联互通，理性投资平稳盈利时代

●  一卡一码如何实现充电桩的互联互通？

●  如何实现峰、谷、平的智能化充电？

●  充电设施如何布局与实现预期盈利？

●  充电桩市场从蓝海变成红海仅3年时间，桩企的生存之道



八、服务2.0时代——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及电动二手车流通体系的构建
　

●  新能源汽车行业售后服务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1、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售后服务的现状？
    2、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售前及售后技术服务的困境？
    4、在新能源汽车时代，传统汽车售后服务企业如何转型？
    5、如何打造高效便捷的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链？
    6、如何共建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技术开放平台？
    7、如何建立产业链各环节在售后服务体系中的合作模式？
    8、新能源汽车可维修设计面临的挑战？
    9、如何建立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售后服务体系及标准？
    10、如何培养建立新能源汽车行业专业化的售后服务人才体系？

●  电动二手车流通体系的构建
    1、电动二手车评估标准的建立
    2、电动二手车流通体系的建立

会议主题



04 拟邀企业



易开出行

曹操专车

呼我出行

神马专车

绿狗租车

小二租车

小明出行

首汽GOFUN

吉利左中右

河南一步用车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橘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宝驾出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途汇科技有限公司

环球车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易微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乐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轩悦行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熊猫新能源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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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

西安新青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国民运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运营商/经销商企业

银讯新能源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八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新沃运力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中豪瑞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捷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众运力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暄乐送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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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市欧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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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凯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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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阿凡提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家理工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海盟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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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易威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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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智多鑫国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一微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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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猎豹奔跑电动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国之道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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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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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同城优服新能源有限公司

绿道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博得立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士继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淮安市安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众捷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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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思远盛大新能源汽车租售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运营商/经销商企业



北京远程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中军凯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陆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万马奔腾新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苏州新宁新能源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通汇达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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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宇轩车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龙征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佰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绿驰汽车销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诺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众城恒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三环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恒信利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万帮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宝景星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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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富电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张家港贺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宿迁市飞龙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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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万星创智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世达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运营商/经销商企业



拟邀企业
整车企业

陕汽集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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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美力达汽车有限公司

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新吉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营销有限公司

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原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格凌堡专用车有限公司

北京智行鸿远汽车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众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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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鑫源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航天神州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新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玖发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整车企业

森源重工有限公司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超龙商用车有限公司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盛时达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海马（郑州）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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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大通汽车南京分公司—上汽跃进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合润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

威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瑞昱汽车有限公司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云度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司

汉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公司

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德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长城哈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泰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穗通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吉利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遨优电池有限公司

塔菲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太行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明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盐安徽红四方锂电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华迪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力信（江苏）新能源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高远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讯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芜湖天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微宏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

湖南金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实联长宜（淮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欧威能新能源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

河南锂动电源有限公司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明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裴森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玉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慧通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欧鹏巴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零部件企业（电池、电机、电控等）



河北德澳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朗高电机有限公司

无锡华宸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易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微特利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佩特来电机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宇电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马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鑫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合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和鑫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万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众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弗斯莱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四川中力汇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安捷励电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金泰德胜电机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电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鑫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依思普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吉泰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熙斯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舜唐新能源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
零部件企业（电池、电机、电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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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世快递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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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申越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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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森邦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云南多邦达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天天快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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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邀企业
电商、物流企业



会务费收取标准

参会价格 4000元/人 可享权益

1. 参与会议

2. 参观产品展示区

3. 展车区参观及试乘试驾

4. 会议期间用餐及欢迎晚宴

5. 享会议期间车辆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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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前交费，发票将于会前快递寄出；

3. 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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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蒋仲文

电话：0755-25924549

手机：13760363656

邮箱：jiang@zhdyw.com

会务咨询

姓名：刘俏美

电话：0755-22917542

手机：13723780453

邮箱：liuqiaomei@zhdyw.com

参会报名:

姓名：姚汶

电话：0755-22206560

手机：18718048835

邮箱：yaowen@zhdyw.com

会议赞助

姓名：刘俏美

电话：0755-22917542

手机：13723780453

邮箱：liuqiaomei@zhdyw.com

媒体合作



THE END
THANKS

电动汽车资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