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回顾
Ø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China SAE）和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China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共同举办的 2021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SMC 2021）于2021年12月15-16日在
广州花都召开。因疫情原因，6个峰会于12月29-30日线上召开。

Ø 大会以“拥抱智慧城市新生态，共建未来出行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汽车、交通、信息通信、城市规划、能源等相关
领域的政府领导、院士专家、企业高层等，围绕基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智慧出行战略、路径和最佳实践等议题，通过专题论坛、国
际论坛、圆桌对话、技术展示与体验等多种形式，凝聚共识，引领产业技术发展方向。

Ø 12月15-16日线下会议，包含1场高端闭门会议，2场主论坛，共计25名致辞嘉宾/演讲嘉宾出席会议并进行精彩演讲和分享，大
会全程共计580名参会嘉宾参与其中，并通过近35家媒体进行了直播，观看总流量约600万。

Ø 12月29-30日线上会议，包含6场主题峰会，共计55名致辞/演讲嘉宾出席线上会议并进行精彩演讲和分享，17家媒体对线上会
议进行了直播，观看总流量约300万。



大会组织机构

广州市人民政府指导单位

承办单位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

国际汽车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

协办单位 广州市花都汽车城管理委员会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纵思（上海）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野村综合研究所

国交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汽车工程学会

广东省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主办单位



大会合作机构

- 大会战略合作伙伴 & 协办单位

- 大会金牌合作伙伴

- 大会银牌合作伙伴

- 大会合作伙伴



大会规模

580名 参会代表     

13家 国内外支持机构     

6家 大会赞助商     

80+家 合作媒体



大会日程概览

2021年12月15日
全天 09:00-20:00 注册报到

下午 15:00-18:00
闭门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2021年度工作
会议

线下会场（广州厅）

2021年12月16日

上午 09:00-12:00
主论坛：加速自动驾驶商业化示范应用 
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专题报告、签约仪式等

线下会场（广东厅）+直播

下午 14:00-17:30
主论坛：共促交通出行新业态高质量发展
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专题报告等

线下会场（广东厅）+直播

2021年12月29日 下午 14:00-17:00
主题峰会：智能共享出行标准工作研讨会暨全国共享经济标委会共享出行
工作组（SAC/TC 587/WG1）第一次工作会议

线上会议

2021年12月30日

上午
09:00-12:30

主题峰会：国际双边会议 
2021中日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研讨会

线上会议+直播

09:00-12:30 主题峰会：面向智慧出行的自动驾驶技术创新 线上会议+直播

下午

14:00-17:00 主题峰会：车路协同与智能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线上会议+直播

14:00-17:00 主题峰会：汽车出行数据全生命周期价值及政策监管 线上会议+直播

14:00-17:00 主题峰会：共享出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 线上会议+直播

2021年12月15-16日 全天 09:00-17:00
同期活动：展示体验及参观活动
1. 智能网联静态展示（会议现场）
2. 自动驾驶体验（会场周边道路）

线下体验+线上传播



Ø 2021年12月15日下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一届二次全体会议暨年度工作会议在广州花都
成功召开。

Ø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雄安分院、长安大学、交通运输
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领导，国内主要车企、出行公司、科技公司的企业代
表，以及来自花都区政府、花都汽车城管委会、花都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花都区住房与建设局、花都区交通运输局、花
都区科技工业商务信息化局、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国汽云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国汽智图（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等特邀嘉宾，共计110余人通过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高层闭门会



12月16日 主论坛1 致辞/主持/演讲嘉宾（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徐亚华，交通运输部 总工程师
• Tareq Emtairah，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能源司 司长
• 李   骏，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理事长
• 张进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 李克强，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 教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首席科学家
• 陈   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副厅长
• 张文涛，广州市政府 副秘书长
• 郑重民，广州市 花都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
• 侯福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副秘书长、国汽战略院 执行院长
• 郑继虎，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常务副主任、国汽智联公司 执行总经理
• 上野贵志，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 Joost Vantomme，欧洲汽车工业协会 智能出行总监
• 林   榕，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副主任
• 村上慎一，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技术中心 中心长
• 王   平，寒武纪行歌 执行总裁、前麦肯锡 董事合伙人

12月16日 主论坛2 致辞/主持/演讲嘉宾（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翁孟勇，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交通运输部 原副部长、中国公路学会 理事长
• 柯牧申，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 创新与现代产业 副总监
• 关积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 副理事长、国家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理事长、汽车智能共

享出行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 战静静，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
• 王先进，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 蒋京芳，禾多科技 合伙人、高级副总裁
• 徐   强，斑马智行 CIO
• 李国兵，航盛集团 副总裁兼高级专务
• 江伟平，联动云集团 副总裁
• 莫璐怡，小马智行副 总裁
• 李跃军，嘀嗒出行 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主论坛
Ø 主题：

• 加速自动驾驶商业化示范应用

• 共促交通出行新业态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成立仪式

广州市花都区大湾区枢纽型自动驾驶创新
试验区行动方案 发布

全国共享经济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共享出行工
作组 成立

京东粤港澳大湾区（花都）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研究院 揭牌仪式

Ø 12月16日主论坛共举办3场发布会&成立仪式：

• 广州市花都区大湾区枢纽型自动驾驶创新试验区行动方案发布

• 京东粤港澳大湾区（花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研究院揭牌仪式

• 全国共享经济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共享出行工作组成立



签约仪式
Ø 12月16日主论坛共举办5场签约仪式：

• 东风日产、马瑞利汽车电子、禾多科技、国汽智控、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5家企业&机构与花都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合

作签约。



主题峰会
Ø 国际双边会议 ：2021中日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研讨会

12月30日  国际双边会议 致辞/主持/演讲/圆桌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战静静，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全国共享经济标委会共享出行 工作组组长
• 陈键华，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 张   翼，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杜   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雄安研究院 副院长
• 潘   庆，Tier Ⅳ 大中华区 总经理
• 周智民，希迪智驾 网联交通事业部 总经理
• 吉田重由喜，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东北亚公司 智能移动事业战略

室（中国）室长
• 绵贯启一，埼玉大学 大学院 理工学研究科战略性研究部门 感性认知支援领

域 教授、先端产业国际研究所 所长
• 黄颖恒，联友科技 智能网联产品中心 产品总监
• 吴征明，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运营中心 副主任
• 陈国平，苏州高铁新城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张晓超，北京轻舟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政府事务 负责人



主题峰会
Ø 面向智慧出行的自动驾驶技术创新

12月30日  面向智慧出行的自动驾驶技术创新 主持/演讲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杨殿阁，清华大学 发展规划处处长、车辆与运载学院 教授
• 霍    克，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整车事业部副部长兼整车技术部

总监
• 王明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 产品总监
• 郑    珺，达索系统 交通与运输行业 高级技术经理
• 司徒春辉，导远电子 CTO
• 冉雪峰，国汽智控 研发副总裁
• 邹德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路协同研究院 院长、政府

事务二部 经理
• 杨志伟，中汽创智 前瞻智能驾驶开发部 高级专家
• 刘春晓，商汤科技 自动驾驶 研发总监
• 于润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副主任
• 徐    伟，广汽研究院 智驾技术部 部长



主题峰会
Ø 车路协同与智能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12月30日  车路协同与智能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主持/演讲/圆桌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于海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智能车路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
• 李宏海，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自动驾驶行业研发中心 副主任&研

究员
• 李大成，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网联事业部 副总经理
• 刘   勇，阿里云 智能车路协同 总架构师
• 王思南，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 朱   聪，百度阿波罗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资深架构师
• 任毅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教授
• 冯锦山，国汽战略院 汽车智能化与未来出行研究中心 副主任
• 关小杰，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与智慧交通所 

所长



主题峰会
Ø 汽车和出行数据全生命周期价值及政策监管

12月30日  汽车和出行数据全生命周期价值及政策监管 主持/演讲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王   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副秘书长、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
• 林   榕，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副主任
• 何晶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副研究员
• 戴   明，交通运输信息安全中心 主任
• 胡金玲，大唐高鸿车联网 首席专家兼事业部 副总经理
• 陈轶嵩，长安大学 汽车学院 副教授
• 王   宁，同济大学 汽车学院 副教授
• 张   屹，360集团 标准化部 高级总监
• 靳龙辉，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信息安全部 总监



主题峰会
Ø 共享出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

12月30日  共享出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 主持/演讲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徐念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秘书长
• 萧   枭，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董事长 
• 陈   湛，广汽如祺出行 技术总监
• 罗   成，帷幄数据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李玉娟，深圳通利华汽车贸易集团 董事长
• 张   杨，易飒（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陈   超，淄博职业学院 教学部 主任
• 金   明，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学院 副院长
• 刘学军，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学院 院长
• 张一兵，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共享出行）1+X技术总监



主题峰会
Ø 智能共享出行标准工作研讨会暨全国共享经济标委会共享出行工作组（SAC/TC 587/WG1）第一次工作会议

12月29日  共享出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 主持/演讲嘉宾
（按出席顺序排列，因疫情原因，部分嘉宾线上出席）

• 战静静，国汽战略院 副院长、全国共享经济标委会共享出行工作组 组长
• 姚   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全国共享经济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秘书长
• 顾大松，东南大学 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法学院 副教授
• 冯锦山，国汽战略院 汽车智能化与未来出行研究中心 副主任
• 孙   宁，国汽战略院 汽车智能化与未来出行研究中心 总监



部分演讲嘉宾

李骏院士指出智能共享出行需要顶层设计，并

提出以智慧城市、智能交通与智能汽车深度融

合一体化为基础的未来出行升级和城市治理升

级方向，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自主创新

提供有力指导。

李克强院士分享对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及

智慧出行发展的战略性思考，提出了支撑智

慧出行创新发展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架构、

关键技术以及创新实践，为城市智慧出行未

来发展提供指导。

徐亚华总工程师表示，推动自动驾驶的发展，

应该是多元化的技术路线，综合运用各种技

术、现代化技术，多管齐向，多向发力。我

们要立足于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探索和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驾驶发展道路。

翁孟勇副部长指出自动驾驶技术正将车辆由单纯

地运输工具转变成为智能共享的移动工具，我国

已将自动驾驶纳入顶层设计规划，面向未来要加

强协同创新，加快推动示范部署，强化标准引领，

打通产业链体系，共建智能出行的新业态。

Ø 共有80位嘉宾（现场或线上）出席本届大会并主持&致辞&演讲

林榕主任从交通数据、智能交通数据安全、智能

交通数据安全挑战，讲解了智能交通数据应用用

安全思考，随着智能交通领域的快速发展，对于

数据资产价值的认识也得到不断深化，智能交通

行业数据及应用引起了更多社会的关注。

王先进副院长表示碳达峰和碳中和倒逼全球的

时间进程，对于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为应对双碳问题，创新驱动、消费理念

变革、交通运输能耗效率变革是必要发展路径。

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紧密结合国情来有序统

筹，有序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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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所属行业

整车企业或其技术中心
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共享出行平台公司
科技公司及数字化企业
投融资机构
城市交通及智慧城市
政府/行业协会
高校/科研院所
媒体
其他

参会嘉宾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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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

3.78%
11.35%

0.54%

22.16%

6.49%

15.41%

参会嘉宾职位分布

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研发/测试
生产/工厂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
采购
市场/销售
顾问
其他

Ø 12月16日，大会现场共有580位参会嘉宾出席并聆听会议

• 来自整车企业及技术中心、科技及数字化企业

• 来自企业高层/技术/项目主管



同期技术展览
Ø 大会同期，东风日产、东风日产 启辰、联友出行、联友科技、禾多科技、希迪智驾、中国移动等11家企业参与了同期展览，展示了共享出

行和智慧交通领域最新的技术及解决方案。



大会媒体宣传
Ø 大会媒体80家，第一时间对会议

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电视台新

闻报道2次，报纸发稿4篇，新媒

体平台发稿400余篇，微信公众

号发稿83篇；

Ø 现场专家专访、群访、赞助商&

展商采访等共计8场；

Ø 现场到场记者53人。



媒体 文章名称 文章链接

人民日报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广州花都开幕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406265/6292398

央广网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在广州开幕 http://www.cnr.cn/gd/zt/hd/ygxw/20211217/t20211217_525690076.shtml

新华网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共谋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出行
新发展

http://gd.news.cn/newscenter/2021-12/17/c_1128171979.htm

中国网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正式开幕 http://auto.china.com.cn/news/20211217/715352.shtml

中华网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开幕 https://3g.china.com/auto/trade/21423.html#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

搜狐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在广州花都开幕 https://www.sohu.com/a/509127710_430289

中国报道 院士专家齐聚广州花都，共谋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出行新发展 http://cxzg.chinareports.org.cn/qccy/20211216/34762.html

南方都市报 聚焦自动驾驶新发展 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在广州举行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1216634843.html?wxuid=ogVRcdBWutYoYL6Qlc5QEkkbB0hU&w
xsalt=175019

易车 2021第三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开幕 共谋绿色智慧出行 https://news.yiche.com/zonghe/20211216/2215034460.html

信息时报 《广州花都大湾区枢纽型自动驾驶创新试验区行动方案》发布 http://wap.xxsb.com/content/2021-12/17/content_176175.html

合作媒体推广
Ø 合作媒体发送会前 & 会后新闻400余篇，部分新闻链接如下：



现场媒体采访

Ø 大会期间，9名来自政府、行业及企业的

高层嘉宾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网（广

州）、央广网、中国日报、搜狐汽车、凤

凰汽车、汽车之家、21世纪经济报道、易

车网等媒体的采访。



线上媒体直播
Ø 12月16日主论坛通过35家媒体进行直播，观看总流量约600万

Ø 12月30日各分会场通过17家媒体进行直播，观看总量约300万



感谢您的鼎力支持和参与，

期待2022年 广州 花都 再见！

演讲咨询及参会注册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林雨 先生

手机：189 1182 9297

邮箱： linyu@sae-china.org

媒体合作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胡惠曼 女士

手机：173 2137 8598   

邮箱：fiona.hu@sae-china.org

扫码获取最新行业资讯

项目及商务合作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刘苗苗 女士

手机：137 9700 2066   

邮箱：lmm@sae-china.org

项目及商务合作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徐炜颋 先生

手机：135 8571 2830   

邮箱：ryan.xu@sae-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