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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邀请“参加 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

明）国际论坛暨 2018 车用燃料润滑油高端

研讨会”的函

各相关单位：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认证认可活动最广泛、颁发证书和获

证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已全面加入世界上所有的认证认可

与检验检测多边互认体系，在国际认证认可标准和规则制定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认证认可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搭建了信任之桥，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了“一张证书，世界

通行”，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消除了国外贸易壁垒，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在过去的两年里，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府指导下，由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CATARC）、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昆明市人民政府、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主办的中国汽车认证认可国际论坛分别在天津和云南

成功召开。出席论坛有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全球汽车及零部

件生产企业代表、汽车认证及检测机构代表、行业权威专家

学者等 500 余位国内外嘉宾。该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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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认证认可在汽车行业的广泛应用和创新发展，也为推

进汽车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中国制造 2025、建设制

造强国提供了新功能。

今年论坛更名为 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

坛，论坛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促进我国汽车行业

技术进步为主旨，是参与规格高、参与面广的业界盛会，具

有极高知名度与权威性。

在指导单位建议下，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

际论坛将新设“2018 车用燃料润滑油高端研讨会”，研讨会

重点针对燃料润滑油国内外认证认可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

交流。

诚挚邀请您拔冗出席 2018 车用燃料润滑油高端研讨会 。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索克汽车试验有限公司

二、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会议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6 月 29 日

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

三、会议费用

会务费：900 元/人（交通、住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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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及联系方式

会务邮箱：gengqian@swarc.com.cn

联系人：耿倩

电话： 022-84379545 13820129023

五、附件：

1、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暨 2018

车用燃料润滑油高端研讨会日程安排。

2、会议回执。

3、会议地点及交通指示图。

天津索克汽车试验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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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暨 2018 车

用燃料润滑油高端研讨会日程安排

日期 结构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6月 26日

（周二）

报

到

日

10:00-22:00 嘉宾报到 酒店大堂

18:00-20:00 自助晚餐（昆明之夜）
酒店一层宴

会厅

6月 27日

（周三）

主

论

坛

9:00-11:30

2018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

国际论坛开幕暨 2018 中国汽

车认证认可国际论坛

酒店一层宴

会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

厅+二层金

世纪中餐厅

车

用

燃

料

润

滑

油

高

端

研

讨

会

13:30—13:40 主办方及领导致辞

酒店三层国

际厅

13:40—14:00

中国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及其对

车用油品产业的影响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

14:00—14:25

燃料与润滑油分会团体标准开

展情况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燃

料与润滑油分会

14:25—14:50

中国 D1 规格自主柴油机油标

准开发

——中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

发中心

14:50—15:20

中国燃料标准发展与基准油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

究院

15:20—15:40 茶歇与交流

15:40—16:10

An introduction to

Lubricant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nd fuel

quality reg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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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西南研究院

16:10—16:40

中国高端品牌燃油认证认可的

探讨

——天津中石化悦泰科技有限

公司

16:40—17:10
新型油品添加剂的开发研究

——待定

17:10—17:30 总结讨论

18:0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自助餐

厅

6月 28日

（周四）

分

论

坛

9:00-12: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

测试技术年会（全体大会）

酒店一层宴

会厅Ⅲ厅

9:00-12:00
2018 第四届机动车排放控制与

监管技术国际研讨会会议

酒店一层宴

会厅Ⅰ、Ⅱ

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

厅

13:30-17:30
2018 第四届机动车排放控制与

监管技术国际研讨会会议

酒店一层宴

会Ⅰ、Ⅱ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

测试技术年会-智能网联测试

技术分会场

酒店三层国

际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

测试技术年会-新能源汽车测

试技术分会场

酒店一层宴

会三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三届汽车

测试技术年会-安全测试技术

分会场

酒店三层第

一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自助餐

厅

13:00-22:00 返程

6月 29日

（周五）

分

论

坛

9:00-12:00
整车测试技术——高寒测试规

程讨论会

酒店三层国

际厅

9:00-12:00 主观评价讨论会
酒店三层首

长接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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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列出的全部会场均可自选免费参加，详细请垂询会务组。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一层自助餐

厅

13:00-22:00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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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8 车用燃料润滑油高端研讨会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所属部门

单位地址 单位邮编

电话 传真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报到时间 航班/车次 时间

离会时间 航班/车次 时间

预定房间

（昆明世纪金源

大饭店（五星

级））昆明市官

渡区迎宾路 1号

□ 自行安排

□单住 □合住 间数： 间 晚

□商务标间 550 元（含一、二楼早餐）

□商务单间 550 元（含一、二楼早餐）

发票信息

□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均为财务需提供的）：

开户行+账号：

邮寄地址+电话+邮编：

付款方式

注册费用：￥900 元/人（交通、住宿自理）

总缴费金额： 元

□ 提前电汇（请您在汇款后将汇款凭证扫描发送到会务组，并电话确认。）

□ 现场交费（现金，会后 30 天邮寄发票）

汇款银行信息：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行天山路支行

账号：271360071600

（银行汇款务必备注：燃料润滑油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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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会议地点及交通指示图

昆明世纪金源大饭店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迎宾路 1号）

起点 名称/位置 距离

机场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27 公里

火车站 昆明火车站 11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