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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二届国际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大会 初步日程 

2019年11月13-15日，广州花都 融创万达文华酒店会议中心 

1. 大会初步日程概览 

 

11月13日 

09:00-20:00 注册报到 

09:00-17:00 
国际边会：清洁能源部长级合作机制-电动汽车倡议（EVI）执

行委员会秋季工作会议 

15:30-18:00 
闭门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2019年度工作会议 

11月14日 08:30-18:00 
全体大会： 

领导致辞、专题报告、报告发布、产业界高层演讲、圆桌对话 

11月15日 

09:00-12:20 主题峰会1：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核心技术创新 

09:00-12:20 主题峰会2：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与新型商业模式 

09:00-12:40 主题峰会3：出行即服务（MaaS）与无缝连接出行网络  

14:00-17:40 主题峰会4：整车及零部件企业的移动出行转型战略 

09:00-18:00 
主题峰会5：2019第二届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论坛——面向

智慧城市的智能共享出行前瞻示范 

14:00-17:40 主题峰会6：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11月13-15日 09:00-17:30 同期活动：展览展示 

11月13-17日 09:00-17:00 同期活动：花都汽车文化节 

 

2. 大会初步日程（邀请&持续更新中） 

2.1 国际边会：清洁能源部长级合作机制-电动汽车倡议（EVI）执行委员会秋季工作会议 

时间：2019年11月13日，09:00-17:00 

 

2.2 闭门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2019年度工作会

议 

时间：2019年11月13日，15:30-18:00 

会议主题：出行工作委员会成立、2019年度工作总结、2020年工作计划 

参会人员：特邀嘉宾、出行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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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 

• 领导致辞 

• 出行委员会成立方案及筹备情况介绍、相关议案草案汇报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研究计划（2020-2022）》 

• 第一届出行委员会委员审议相关议案 

 

2.3 全体大会（2019年11月14日）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08:30-11:00 

主持人：张进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08:30-09:00 

领导致辞 

• 翁孟勇，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交通运输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 鲁志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顾问 

• 李朝晨，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 

• 陈霖豪，科技部国际司副司长 

• 广州市人民政府 

09:00-09:20 

专题报告 

智慧车列交通系统助力未来智能出行 

• 钟志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09:20-09:40 
中国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汽车深度融合发展战略 

• 李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09:40-10:00 
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融合发展 

•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10:00-10:20 
加拿大国家智能汽车示范项目 

•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交通与燃料司司长 

10:20-10:40 
交通强国建设与智能共享出行发展 

•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10:40-11:00 
数字化时代的智能出行发展趋势 

• Ivan JAQUES，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 

11:00-11:20 茶歇 

11:20-13:00 

主持人：关积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1:20-11:40 

专题报告 

日本面向东京2020奥运会的智能出行综合示范 

• 日本汽车研究所所长、日本SIP自动驾驶项目组成员 

11:40-12:00 
关于中国共享经济标准化工作的思考 

• 姚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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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20 
日产智行科技最新进展 

• 佐佐木 博树，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2:20-12:40 
面向智能出行的5G通信技术解决方案 

• Javier ALBARES，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欧洲生态总经理 

12:40-13: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 

• 成立仪式 

• 《中国汽车智能共享出行发展报告2019》发布 

• 启动智能共享出行术语定义、评价指标体系等四项团体标准编制 

13:00-14:00 自助午餐 

14:00-17:00 

主持人：马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监事长、陕西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长安大学原校长 

14:00-14:20 

产业界高层演讲 

大众面向移动出行的创新解决方案 

• 大众汽车集团亚洲未来中心负责人 

14:20-14:40 
滴滴出行平台的聚合创新与汽车产业的融合发展 

• 杨峻，滴滴出行副总裁 

14:40-15:00 
百度L4级自动驾驶Apollo Robo Taxi 的示范测试进展 

• 陶吉，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技术总监 

15:00-15:20 
新兴出行服务平台的聚合式发展 

• 高燕，美团点评副总裁 

15:20-15:40 
分时租赁的探索与实践——以EVCARD为例 

• 倪峰，环球车享汽车租赁公司副总经理 

15:40-16:00 
面向未来出行的软件和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 

• 彭俊松，SAP中国副总裁，首席数字官 

16:00-16:20 茶歇 

16:20-16:40 
基于云平台技术的分时租赁智能调度和智能算法 

• 谭奕，首汽GoFunCEO  

16:40-17:00 
面向未来出行的新型商业生态系统构建 

• 华夏出行 

17:00-18:00 

圆桌对话：通往未来智能共享出行3.0之路 

• 未来消费者出行行为和模式可能是什么？ 

• 未来智能共享出行 3.0 时代图景？ 

• 未来出行 3.0 带来的影响和变革？ 

• 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共同应对？ 

主持人： 

王晓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对话嘉宾： 

OEM、出行平台、科技公司、科研院所等方面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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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0:00 晚餐 

 

2.4 主题峰会（11月15日） 

 

主题峰会 1：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核心技术创新 

会议时间：11月15日，09:00-12:20 

报告主题：支撑智能共享出行的自动驾驶关键技术创新（整车集成和系统集成技术，感知决

策和芯片技术）；数据驱动的出行，未来数据的资产化及价值增值；面向未来出行的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5G应用及智慧出行生态系统 

主持人：公维洁，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副总经

理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09:00-09:20 
高德位置大数据助力出行解决方案 

• 童遥，高德开放平台总经理 

09:20-09:40 
面向城市未来出行的智能运载技术 

• 袁希文，中车株洲所智能控制技术部智能驾驶技术主任 

09:40-10:00 
高度自动驾驶中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 张时嘉，东软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总监 

10:00-10:20 
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出行时代 

• 田大新，北航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青年长江学者 

10:20-10:40 
5G应用与智慧出行 

• 曾锋，中国移动政企客户部交通行业解决方案部自动驾驶技术负责人 

10:40-11:00 茶歇 

11:00-11:20 
人机交互助力智能出行 

• 和卫民，科大讯飞智能汽车事业部副总经理 

11:20-12:20 

圆桌对话：从共享出行迈向智能共享出行——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 核心技术创新助力智能共享出行生态 

•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技术阻力 

• 智能共享出行下的社会出行生态 

主持人： 

戴一凡，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智能网联中心主任 

对话嘉宾： 

 高德、北航、中国移动、东软、中国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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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峰会 2：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与新型商业模式 

会议时间：11月15日，09:00-12:20 

报告主题：面向未来的电动智能汽车分时租赁新型生态体系；国内外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最新

进展；商业可行的运营模式；分时租赁运营调度和智能算法；分时租赁消费者行为调查、用

户画像、用户体验等 

主持人：侯福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09:00-09:20 
深圳市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模式与经验 

• 高声敢，深圳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09:20-09:40 
面向分时租赁的软件和数据服务 

• 杨洋，易微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09:40-10:00 
待定 

• Auto租车 

10:00-10:20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与可再生能源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 

• 上海汽车城 

10:20-10:40 
分时共亨与自动驾驶融合的未来出行 

• 严道远，易开出行董事长 

10:40-11:00 茶歇 

11:00-11:20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消费者行为调查和用户画像 

• 钟鸣荟，上海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 

11:20-12:20 

圆桌对话：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模式 

• 如何解决当前盈利痛点，如何打通需求 

• 未来盈利场景及时点预测；新型生态体系构建畅想 

• 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经济可行的边界和条件？ 

• 国内外商业模式的探索以及盈利的场景？如何实现电动汽车分时租赁生

态系统的盈利？ 

主持人： 

曹光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对话嘉宾： 

政府主管部门、共享出行企业、大数据平台、投融资机构、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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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峰会 3：出行即服务（MaaS）与无缝连接出行网络 

会议时间：11月15日，09:00-12:40 

报告主题：MaaS发展展望；多式联运与一体化出行平台；政府部门发起的MaaS实践；企

业发起的MaaS实践；最后一公里移动出行解决方案等 

协办单位：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野村综合研究所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致辞嘉宾： 

鲁志强，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09:00-09:20 
MaaS一体化出行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 刘好德，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 

09:20-09:40 
MaaS 中的软件和大数据服务应用技术 

• 野村综合研究所 

09:40-10:00 
无缝连接出行网络——最后一公里解决方案 

• Urban Science亚太区负责人 

10:00-10:20 
政府的MaaS实践：MaaS信息服务系统对深圳市出行规划的作用 

• 林涛，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总经理 

10:20-10:40 
MaaS出行与新型智能共享汽车 

• 待定 

10:40-11:00 茶歇 

11:00-11:20 
一站式出行与新出行平台的出行模式 

• 滕勇，L.E.K.咨询合伙人 

11:20-11:40 
基于用户选择意愿的MaaS推广策略 

• 叶建红，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 

11:40-12:40 

圆桌对话：交通出行服务化转型探索 

• MaaS 模式的应用前景、可能的盈利模式？ 

• 要实现 MaaS 下的各种交通工具无缝衔接，难点在哪里？ 

• 如何分阶段实现“一站式”出行？目前是否有可以落地的具体发展路线？ 

• MaaS 出行模式广泛推广后，对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广义内涵的影

响？ 

主持人：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对话嘉宾：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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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峰会 4：整车及零部件企业的移动出行转型战略 

会议时间：11月15日，14:00-17:40 

报告主题： 未来出行与汽车产业变革；移动出行平台的打造；定制化共享汽车的全新开发；

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企业向出行服务商的转型的对策、路径、模式等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14:00-14:20 
广汽集团的移动出行战略转型与实践 

• 蒋华，广汽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如祺出行首席执行官 

14:20-14:40 
面向未来出行的整车、零部件、出行企业的角色再定位与战略合作 

• 郑赟，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兼中华大区副总裁，汽车行业中心负责人 

14:40-15:00 
面向共享出行的定制化共享汽车的全新开发需求 

• 刘海江，滴滴出行汽车创新中心总经理 

15:00-15:20 
长城汽车的移动出行战略转型与实践 

• 欧了出行 

15:20-15:40 
长城汽车的移动出行战略转型与实践 

• 东风出行（待邀请） 

15:40-16:00 • 茶歇 

16:00-16:20 
未来出行和智慧交通 

周立群，大陆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16:20-16:40 
面向未来出行的汽车产业变革研究 

• 冯锦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产业研究部总监 

16:40-17:40 

圆桌对话：实现向出行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对策 

• 道路交通共享出行的塑形期（政策法规、用户习惯、市场规模）将持

续多久才可能步入稳定期？未来的总体市场规模与日出行总量将达到

多少？ 

• 目前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其中，哪些会对未来出

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 未来出行服务存在哪些可能的关键盈利点，需要匹配哪些关键能力才

能占据优势？ 

• 面向未来智能共享出行发展趋势与互联网出行公司的进入，整车与零

部件企业的定位、角色、策略应做哪些调整与变化？ 

• 未来五年内，针对共享出行的全新交通工具设计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

面，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主持人： 

待定 

对话嘉宾： 

• 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高端智库、科研院所等方面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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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峰会5： 2019第二届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论坛暨面向智慧城市的智能共享出行前瞻

示范 

会议时间：11月15日，9:00-18:00 

报告主题：当前，城市成为全球新型出行模式转型的前沿，其特点是电动汽车的不断普及、

共享出行服务的发展以及智能驾驶汽车的是示范应用。本届国际电动汽车示范城市论坛

（PCF）由清洁能源部长级合作机制（CEM）、电动汽车倡议（EVI）和国际能源署联合主办，

旨在汇集各国城市在交通转型方面的经验，探索新技术和新服务模式下的新型智能共享出行

模式。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09:00-09:30 

开幕致辞 

主持人：郑亚莉，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Marine GORNER，国际能源署 

09:30-10:50 

会议 1：面向未来智慧城市的新兴交通技术解决方案 

电动化、共享化和智能互联技术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交通运行模式。然而，

新型交通模式的转型速度要快于政策法规的制定。一些示范城市正在开发

更智能、更清洁的交通出行方案，并且成功地将这些技术变革纳入其城市

交通发展规划中并开展前瞻示范。本节会议将探讨当前和即将在全球示范

城市中心区域开展的新型交通出行模式，并为后续的会议提供背景。  

 

主题演讲：  

• Rob De JONG，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 惠宇明，EV100气候组织中国组主任 

• Timothy PAPANDREOU，新兴交通公司创始人  

• Maurizio MAGGIORE，欧盟委员会未来城市和交通项目官员 

 

• 小组讨论 1： 

主持人：Rob De JONG，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小组讨论嘉宾： 

• Timothy PAPANDREOU，新兴交通公司创始人  

• Maurizio MAGGIORE，欧盟委员会未来城市和交通项目官员 

• 胡剑平博士，深圳海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陈雨虹，滴滴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长安自动驾驶共享出行 

• 赵鹏超，中汽研智能网联技术有限公司平台部部长   

问答环节 

10:50-11:0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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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30 

会议 2 A 加大轻型电动汽车在城市中心区的部署力度 

城市虽然引领着电动汽车部署，但在轻型电动汽车领域的激励有限。许多

城市已经制定并成功实施加快推广电动汽车部署的计划，其他城市也在制

定并推广该计划。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了解各城市中采取的激励方案以及经

验和挑战。  

 

主题演讲：  

• 北京 

• 长安自动驾驶共享出行 

• Katarina BARUNICA 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工业发展官员 

共享出行助力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报告—以滴滴出行平台为例 

• 陈雨虹，滴滴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会议 2 B 城市公共交通中的电动公交车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积极制定电动公交车部署目标，以减少排放，提高交

通系统的效率。一些城市已经启动了电动公交车推广计划，而另一些城市

则处于各自的规划和采购阶段。然而，各城市在确定汽车技术替代方案、

激励计划、采购模式以及配套充电基础设施方面也面临挑战。本次会议将

重点讨论城市中电动公交部署的经验和教训。 

 

主题演讲：  

中国城市公交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机遇与挑战 

• 胡剑平，深圳海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赵鹏超，中汽研智能网联技术有限公司平台部部长 

• Sebastian GALARZA，智利马里奥·莫利纳中心运输和能源部门负责

人 

• Srinivas BONALA，印度普纳市政公司总负责人 

问答环节 

12:45-14:00 午餐 

14:00-15:20 

会议 3：城市货运电动化 

货运车辆的尾气排放是造成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尽管电动货车的关

注程度不及客车和公交车，但是已经开始部署到城市交通中。电动货车的

部署将分阶段进行，城市配送和垃圾收集等货运需求车辆将首先部署到城

市交通运行中。解决当前电动货车部署障碍需要强有力的政策、监管制度

和投资支持，并通过多方面的协作加速电动货车在城市中的普及。本节会

议将重点探讨城市中电动卡车的优势以及为加快部署提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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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Cristiano FAÇANHA，美国 CALSTART 全球部主任 

主题演讲：  

城市货运电动化和加州的经验 

• Cristiano FAÇANHA，美国 CALSTART 全球部主任 

城市货运车辆电动化在深圳市的应用实践 

• 谢海明，深圳新能源汽车应用和推广中心主任 

• Gerben PASSIER，高级顾问 荷兰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 

• ZHONG Ken，Ingka-IKEA 集团 * 

 

小组讨论 3： 

主持人：Cristiano FAÇANHA，美国 CALSTART 全球部主任  

小组讨论嘉宾： 

• Cristiano FAÇANHA，美国 CALSTART 全球部主任 

• Gerben PASSIER，荷兰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高级顾问 

• 谢海明，深圳新能源汽车应用和推广中心主任 

• ZHONG Ken，Ingka-IKEA 集团 * 

问答环节  

15:20-15:35 茶歇 

15:35-16:55 会议 4：智能出行和电动化出行方面的支持性政策和策略 

城市在部署电动化和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并已经采取

一系列措施推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数据进行交通规划和系统优化

等。本节会议将探讨城市在支持电动智能化出行方面的主要案例以及经验

教训。 

 

主题演讲：  

• Ivan JAQUES，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  

• Anil SRIVASTAVA，印度国家改造研究所项目总监 

• Mikko PIHLATIE，芬兰 VTT 研究组负责人 

• Fraser CRICHTON，邓迪市 PCP 成员 

 

小组讨论： 

主持人：Ivan JAQUES，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  

小组讨论嘉宾： 

• Katarina BARUNICA，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能源部工业发展官员 

• Anil SRIVASTAVA，印度国家改造研究所项目总监 

• Mikko PIHLATIE，芬兰 VTT 研究组负责人 

• Fraser CRICHTON，邓迪市 PCP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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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astian GALARZA，智利马里奥·莫利纳中心运输和能源部门负责

人 

• Srinivas BONALA，印度普纳市政公司总负责人 

问答环节 

16:55-18:00 EV 城市案例集：启动会议   

试点城市论坛的最后一届会议将介绍《2020 年电动汽车城市案例手册》的

概念，并收集来自 PCP 城市和城市交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为地方

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帮助他们制定电动汽车战略。   

主持人：EV Cities 案例电子书作者 

18:00 闭幕 

 

 

主题峰会 6：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会议时间：11月15日，14:00-17:40 

报告主题：智能共享出行对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5G基础设施、

高精度地图、云控基础设施、交通大脑建设；V2X/V2I相关的标准法规体系建设与协同等  

 

时间 内容及演讲人 

14:00-14:20 
未来数字化城市蓝图与智能出行 

•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14:20-14:40 
车联网LTE-V2X城市级示范应用与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 

•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4:40-15:00 
智慧出行信息安全需求分析与应对 

罗璎珞，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15:00-15:20 
面向智慧出行的交通大脑建设 

• 腾讯广州 

15:20-15:40 
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5G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李虓，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出行服务总监 

15:40-16:00 茶歇 

16:00-16:20 
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高精度地图技术 

• 石清华，四维图新副总裁 

16:20-16:40 
面向智能共享出行的云控设施建设 

• 李家文，启迪科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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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40 

圆桌对话：从现实到数字化——未来出行的CPS 

• 未来智能共享出行 3.0 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 云、物联网在连接车辆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 

• 谁来部署、投资和运营以 5G 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如何保障投资

和效益的平衡？ 

主持人： 

待定 

对话嘉宾： 

ICT企业、科技公司、智能交通企业、科研院所等方面的嘉宾 

*会议日程保持不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