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大会议程

5 月 11-12 日

会议整体安排

时间 主题

5月 11 日

上午

1.新政策环境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解读

2.整车开发 2.0 时代——正向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造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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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动力电池 2.0 时代——高能量密度、高寿命、高安全、低成本

2.零部件 2.0 时代—— 零配件及充换电技术、创新与安全

3.充换电 2.0 时代——充电桩互联互通，理性投资平稳盈利时代

5月 12 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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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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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大会议程表

5 月 11 日——周五——上午
主持人：张建华 电动汽车资源网总编

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主题

08:00-08:30 签到及开幕

主题论坛：新政策环境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解读

08:30-08:40 司仪主持

08:40-08:50
田应军
河南省经信委处长

开幕致辞

08:50-09:10
王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工作部
副主任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09:10-09:30
马凡华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
实验室博士生导师

掺氢天然气燃料(HCNG)汽车研发与全
产链示范



主题论坛：整车开发 2.0 时代——正向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造车

09:30-09:50
叶磊
国家客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新能源
汽车中心副总工程师

电动物流车综合性能测评方法解决

09:50-10:10
曲小飞
上汽集团商用车技术中心新能源物
流车平台总经理

正向开发的纯电动轻型物流车

10:10-10:30
徐战林
郑州日产新能源事业部整车技术总
工

后补贴时代纯电动皮卡发展趋势

10:30-10:50
徐鹏
奇瑞商用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新运营生态场景下电动物流车正向
开发

主题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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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1:10
赵予民
汉腾汽车混合动力技术总监

一种降低电池包售后维修成本的技
术解决方案

11:10-11:30
李博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院长

纯电动物流车售后技术分析与整车
集成优化

11:30-11:50
陈耀光
河南德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德力汽车企业发展情况介绍

12:00-13:30
自助午餐

5 月 11 日——周五——下午
主持人：黄福良 南京金龙新能源汽车研究院

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主题

主题论坛：零部件 2.0 时代

13:30-13:50

李震彪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
车技术情报研究所汽车产业政策研
究室工程师

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发展概况及思考

13:50-14:10
王力臻
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

锂离子电池复合正极材料的研究

14:10-14:30
程迪
河南新太行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工学博士

补贴退补后电源系统发展方向解析

14:30-14:50
李磊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整车安全性可靠性对动力系统的技

http://www.evpartner.com/search?keyword=%e9%80%9a%e5%ae%b6


术要求

14:50-15:10
张长虹
河南新能企业集团总工程师

新能源汽车的专用 AMT 变速器总成

15:10-15:30
赵小勇
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链闭环的最后
一环—动力锂电池回收介绍

15:30-15:50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猛狮“芯”—21700 划开动力电池 2.0
时代

15:50-16:30 互动沙龙

17:00-19:00
开瑞新能源发布会：了不起的优 EV 上市发布会

19:20-20:20
答谢晚宴

20:30-22:30
运营总裁班第三期分享会
主题：新能源物流车运营模式探讨与资本选择
参与对象：总裁班成员
主持嘉宾：范永军
演讲嘉宾：
刘 云 四川同城物流服务联盟/四川同程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臧 剑 杭州牛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志强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沙龙话题：
1.运力直租模式如何优化？
2.运力服务模式驾驶员的管理。
3.承接物流外包业务的两难选择:与客户竞争及如何做到更好？
4.物流分时租赁模式及问题探讨。
5.融资租赁机构对合作对象选择的策略。
6.资本为什么会爱上你？

5 月 12 日——周六——上午
08:30-12:00
主持人：吴小员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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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主题

http://www.evpartner.com/search?keyword=%e7%89%9b%e6%bb%b4


08:30-09:00
黄永和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资深专家、技
术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

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

09:00-09:20

吴小员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新能源汽车产业
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对电动汽车出行服务 2.0 时代创新发

展的思考

09:20-09:40
范永跃
北京恒誉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绿狗租车)副总经理

探索中的共享汽车助推新能源汽车
产业快速发展

09:40-10:00
张为明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新智造 驭未来----比亚迪开启“造
车新时代”

10:00-10:20
胡恩平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关
总监

新能源汽车 2.0 时代：北汽新能源的
“卫蓝进化论”

10:20-10:40
黄招根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浅谈新能源汽车的跨界融合

10:40-11:00
郑则闞
吉利优行科技（曹操专车）副总

新能源汽车推广运营商业模式

11:00-11:20
孔林昱
北京首汽智行科技有限公司（GoFun
共享汽车）战略合作高级总监

共享汽车运营探索与发展前景

11:20-11:40
高钰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CEO

关于共享——我们的星辰大海

11:40-12:00
尚昊峰
河南一步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时代，新出行 一步用车探索记

5 月 12 日——周六——下午
13:30-18:00
主持人：范永军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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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演讲嘉宾 演讲主题

13:30-13:50
郑伟志
顺丰速运综合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

开放合作.驱动变革

13:50-14:10
赵健
易开出行首席战略官（CSO）

新能源汽车与共享交通——易开的
实践与体会



14:10-14:30
杨志慧
智行（杭州）汽车租赁运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运营服务升级推动新能源物流车 2.0
时代

14:30-14:50
金玮
地上铁租车 (深圳)有限公司市场部
总经理

EF2B 新能源物流车队商业运营机遇
和挑战

14:50-15:10
谷小猛
货拉拉运力总监

货拉拉的新能源践行之路

15:10-15:30
赵维华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
总经理

责任共享～赢创 2.0 新时代

15:30-15:50
文哲泽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

15:50-16:00 《中国新能源物流车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仪式

16:00-16:20
杨东
浙江传化绿色慧联物流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

运营商：在出局中寻找出路

16:20-16:40
陈阔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
司总经理

16:40-17:00
范永军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新能源物流车如何提升客户价值？

17:00-17:20
刘鑫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新能
源事业三部客户经理

新能源汽车与电力储能的协同发展

17:20-18:00

互动沙龙
主持人:范永军
嘉 宾：

袁 果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高级业务拓展专家
郭 鸣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轻型车销售公司总经理
相 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培强 上汽大通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上汽大通南京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总经理
谷小猛 货拉拉运力总监
赵维华 奇瑞集团开瑞新能源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
许温爽 京东新能源

5 月 13 日——周日 走访开瑞新能源开封工厂



8:30-10:30 登封中州华鼎饭店转场至开封工厂

10:30-11:30 参观工厂

11:30-13:00 午餐

13:00-16:00 G9+N 成员会议 + 嘉宾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