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暨第七届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参展邀请函
在延续和继承前五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成果展
（IEEVChina）”成果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主办，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
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汽车知识杂志社等机构共同承办，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已于 2018
年 10 月 18-21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行。此次大会以“开启汽车新时代”为主
题，展览展示、论坛会议和动态活动三大板块联动，三位一体，亮点纷呈。
重装升级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是我国政府首次批准举办的世界级智能网联
汽车专业会议，也是全球最大规模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主题的国际展会，对于落
实“2025 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进入世界前列”目标，促进北京市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大会积极打造引领未来出行方式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智能网联化元素最丰富的国际会展平台，展示
国内外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形象，加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企业的品牌化意
识，宣传推广新产品和新技术，探索新生态、新标准、新思路和新模式，积极打造“国
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展览展示和国际交流平台。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2-25 日在北京举办，为期四天。主办方诚挚邀请国内外智能网联和新能
源汽车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机构，以及智能交通产业、互联网产业、通讯产业、
微电子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关联企业和组织参展。

一、展会简介
在延续和继承前六届成果的基础上，“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22-25 日在北京举行。
展览规模预计超过 50000 平方米，共计 4 个室内展馆、2 个室外展区，10 大特色展
区，设立室外试乘试驾展示体验区，室外无人（自动）驾驶测试演示体验区，20 余个同
期会场，数十场同期互动体验活动。
展会主要由国际智能网联汽车及相关产业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成果展两大板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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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将通过“整车展区”、“关键零部件展区”、“国际展团”、“自动驾驶科创企业
集群”、“5G、车联网与智能交通展示专区”、“推广应用城市展区”、“充电桩和 BMS
展示专区”、 “新能源和材料展区”、“人工智能和 IT 展区”、“测试和互动体验综
合展区”等特色展区，全面展示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和产业
链上下游，以及关联领域的前沿科技和最新成果。
展览会参展范围将涉及以下八大领域：汽车产业、智能交通产业、互联网产业、通
讯产业、微电子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参展商将涵盖国内外主流
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势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等关键
零部件企业，以及充电设施和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供应商等。此外，展会还将邀请国际国
内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通讯类主流企业，5G、车联网和智能交通领域企业和
机构，以及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相关领域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还将设立自动驾
驶演示体验区、尊享体验试乘试驾体验区、70 周年成果展区等特色展区，并将举办惠享
金秋购车节、全国高校汽车科技文化节、汽车宝贝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同期活动。
组委会将进一步创新办展思路，大幅提高展览会组织和服务水平，展会将更具规模
和影响力，更加国际化，涉及领域不断扩大，总体水平更上一个台阶。我们将继续砥砺
奋进，力争把展览会打造成为“世界一流

中国第一”的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专

业展览会, 创造工业展览和高端会展活动的最强品牌，搭建全球汽车最前沿科技展览展
示和交流合作的最优质平台。

二、展会信息
展会名称：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成果展览会
中国国际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交流展览会
中国国际汽车新能源及技术应用展览会
展会简称：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IEEVChina 2019）
搭建时间：2019 年 10 月 20-22 日中午
展览时间：2019 年 10 月 22 日中午-25 日
展会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主办单位：北京市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承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2/5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汽车知识》杂志社等
协办单位：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展会特色：10 大特色展区，50000m2 以上规模，10 万+观众莅临现场，国内外一流企业参展；
八大领域 20 余场专业论坛；数百位顶尖行业大咖，数千位专业人士亲临大会，巅峰论道，
开启智慧未来；
论坛会议、展览和动态活动三大板块联动，会议、展览与互动体验三位一体；
新型工业展会和高端论坛的新品牌，国内领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交流和价值汇聚平台；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第一展，国家级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高端会议和展览展示平台。

三、组织架构
（一）组委会
组委会主任：
陈吉宁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苗

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组委会副主任：
殷勇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四、展品范围：
（一）整车类
1、智能网联汽车：概念车、智能汽车、智能电动汽车、互联网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无人驾
驶汽车、飞行汽车等。
2、新能源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汽
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空气动力汽车、磁动力汽车及其它新能源汽车等各类别产品。
3、节能汽车：以内燃机为主要动力系统，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优于下一阶段目标值得汽油、
柴油车；在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中，在研发、生产制造、使用等环节采用了先进内燃机、高效
变速器等节能技术和产品、新材料、轻量化设计、绿色制造等的车型产品；压缩天然气（CNG）、
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等天然气车；甲醇汽车、乙醇汽车、二甲醚汽车等替代
燃料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含油电混动、气电混动等）。
4、其他环保汽车：车内空气质量达标车型；尾气排放达标车型。
（二）零部件类
1、智能网联产品和技术
车载智能硬件：处理器、智能芯片、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连接器、汽车电器与线束等；
智能科技产品和技术：智能零配件、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车机方案、通讯模块、语
音交互技术、触控与显示、智能决策技术、人机交互系统、机器视觉图像识别技术、障碍物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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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激光、毫米波、超声波）、感知单元、DLP、AR/VR/MR 技术和产品等；
车体电子控制产品和技术：发动机控制系统、底盘控制系统和车辆控制技术（车身电子 ECU）、
自动紧急制动（AEB）、自适应巡航（ACC）等；智能车载设备：OBD、360 全景倒车、后视镜、行
车记录仪、车载空气净化器、HUD 等；
车载电子装置：汽车信息系统（行车电脑）、汽车导航系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车载音响
系统、车载通信系统、车载家电、汽车电子狗、上网设备、通信定位和地图技术（DSRC、3G/4G/5G、
GPS/北斗）、高精地图、车载蓝牙等；
车联网相关产品：GPS 定位、汽车 TSP、汽车 APP；通信设备制造厂商、通信服务商、平台运
营商、数据平台技术、内容提供商等。
2、大数据和云计算、测试平台和相关技术、产品。
3、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和先进技术应用。
4、先进内燃机、高效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整车优化设计等节能技术和产品。
（三）充电和配套设施
充电桩、充电机、配电柜、充换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停车场充电设施、智能监控、充电站
供电解决方案、充电站-智能电网解决方案等。
（四）推广应用城市展区和国际展团
（五）新一代信息通讯、智能交通、互联网、微电子、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联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和机构。

五、同期论坛：
详见附件 1：《同期会议一览表》

六、同期活动
详见附件 2：《同期互动体验活动一览表》

七、展位预定
室内光地 Raw Space：1480 元/㎡ （36 ㎡起订）
标准展位 Shell Scheme Booth：13800 元/个（3m*3m，双开口展位加收 10%）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振升、付自朋、余强
咨询热线：010-63361277、63367955、63364298；
17710230710、18701172512、17316099149
邮箱：ieev@evautoe.com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 号国投财富广场 1 号楼 511 室（邮编 1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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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暨第七届中国国际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IEEVChina 2019
参展报名表
中文楣板：
单位名称
（盖章）

英文：

单位地址

电话

联 系 人

职务

邮

手机

箱

展品类型(请加黑或勾选对应选项)：
□整车 □电池 □电机 □控制系统 □推广应用城市 □国际展团
□节能技术和产品
□充换电技术和产品 □互联网 □通讯 □人工智能
□智能交通 □微电子 □新能源和新材料 □其他智能网联产品和技术
■其它,请注明：
申请须知：
1、标准展位面积为 9 平米，规格为 3 米×3 米。
2、组委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参展申请予以考虑，最终展位面积需组委会确认。
3、交费：预定展位后 7 个工作日交纳 50%展位预定金。
4、组委会秘书处财务信息：
户 名： 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
账 号： 110910894910101
5、预付款部分不单独开具发票，待全部展位费付清后 15 个工作日内统一开具发票。
展位价格：
室内光地：人民币 1480 元/㎡（36 ㎡起订）
标准展位：人民币 13800 元/个（3m*3m，双开口展位加收 10%费用)
展位预定：

展位价格及
预定




标准展位
室内光地

个（■双开，是/否）
平方米

展览工作组（北京中汽四方会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63362356、63361277、63361929
邮箱：ieev@evautoe.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 号国投财富广场 1 号楼 511 室（100073）
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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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