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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一行到中汽中心德国代表处调研 

 
德国当地时间 2018年 9月 6日上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一行到中汽中心德国代表处调研，受

到了中汽中心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高和生的热情接待，发展运营部、标准所、试验所、工程院、数据资

源中心、盐城试验场等相关负责人陪同。 

调研中，高和生汇报了中汽中心发展概况、主要业务、战略规划、近年经营情况、“走出去”战略实

施情况等。徐福顺对中汽中心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中汽中心能够精准定位、坚持发展主

业并取得突出的经营业绩，能够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央企责任、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给予了高度

评价。 

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及测试中心（CCRT）2018 年车型评价结果正式发布 

2018 年 9 月 4 日，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

及测试中心（简称 CCRT）在天津举行评价结果发布会。

中汽中心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凯出席发布会并

致辞，中汽中心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 CCRT 主任高

和生发布首期车型评价结果。本次发布会由汽车技术情

报研究所所长程魁玉主持，来自机构、企业和媒体在内

的 120余人来到现场见证发布仪式。 

于凯在致辞中对现阶段汽车行业发展形势作出分析，并对 CCRT的发展历程与本次评价工作进行了简要

介绍。 



近年来, 在“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引领之下，中国汽车产业产销量连续九年雄踞全球第一，然而供

给侧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核心竞争力不足，消费者需求不明确且易被市场端信息误导等问题依然突出。

有鉴于此，中汽中心借鉴国外经验，整合自身优势，于 2018年 1月成立 CCRT，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全面、

权威、专业的信息参考，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汽中心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凯致辞 

CCRT 首开国内汽车行业先河，以消费者关注度为核心，建立了试验评价与用户评价两个维度相结合的

四级评价体系。第一期评价涵盖了紧凑型轿车、中大型轿车、紧凑型 SUV、中大型 SUV 四类汽车的 25 款热

门车型，均从市场随机购买，以上市一年内主流车型为主，且不接受企业自愿申请。 2018 年 5 月，CCRT

管理规则发布，2018年 7月底，评价工作全部完成。 

高和生发布首期车型评价结果，CCRT常务副主任傅连学对本期结果进行了数据解读与分析。 

 
中汽中心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 CCRT 主任高和生发布首期车型评价结果 

经过对本期评价数据的充分研讨，结合中汽中心对已有数据的研究基础，CCRT 将综合得分 80 分作为

2018 版推荐车型的基准线。从整体结果看，综合得分 80 分及以上车型共计 14 款，80 分以下车型共计 11

款。各车型具体得分如下： 

 

未来，CCRT 将继续秉持公益性、客观性原则，定期发布新款热门车型评价结果，为消费者选车、购车

提供专业全面的信息参考，助推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智能汽车产品检测与认证技术研讨会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天津）揭牌仪式在津成功举办 

2018年 9月 27日，由中汽中心主办的智能汽车产品检测与认证技术研讨会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天津）揭牌仪式在津成功召开。作为首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国

家中心”）的启动仪式，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家工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交通部、机械工业联

合会等相关部门、行业机构及天津市政府的全面指导和大力支持。 

中汽中心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工信部科技司巡视员卢希、装备

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贺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刘先德等领导出席

会议。30余家企业和高校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中汽中心副总经理李洧主持。 

于凯、刘先德分别为会议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两位领导在致辞中对国家中心的启动表示祝贺，对其

发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寄予了热切希望，并强调了检测认证技术研究和体系建设对于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中汽中心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凯致辞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刘先德致辞 

 

 
中汽中心李洧副总经理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共有三个环节，分别是国家中心揭牌、国家中心试验场签约和智能汽车检测与认证技术研讨

会。 

国家中心揭牌仪式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汽中心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天检中心”）总经理周华

对国家中心的能力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由天检中心承担筹建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天津）”于 2018 年 8 月正式通过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资质认定评审并获得了授权证书，

是在智能网联汽车整车测试领域首家通过资质认定授权的国家质检中心，授权能力范围涵盖了智能网联汽

车实车道路测试、仿真测试、功能安全测试、V2X网联与信息安全测试等方面。周华表示，天检中心将在国

家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国际一流的测试设备与专家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引领行业测

试技术的发展，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于凯、李德毅、卢希、刘先德、祖延辉、孙钢、郭成明上台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

津）揭牌。同时，为指导国家中心更好地开展行业服务工作，组建了国家中心专家委员会，于凯在揭牌仪

式上为李德毅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颁发了聘书。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揭牌仪式                                    颁发专家委员会聘书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检中心试验场签约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测试验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专用试验场对于支撑智能网联汽

车标准研究、研发验证、检测认证等至关重要。为此，中汽中心与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在国家中心挂牌

成立之际，正式签署国家中心试验场合作协议，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建设。周华、张寒冰分别代表双

方签字。双方并将以试验场合作共建为契机，共同推进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带动智慧城市的创建，以试

验场项目为核心，推动产业再振兴，形成智能汽车、智慧交通产业的聚集效应，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打造具备显著竞争力的新产业创新发展支撑环境，带动产业聚集，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签约仪式 



 

智能汽车检测认证技术研讨会 

研讨会由天检中心副总经理王铁主持。会上，李德毅、王昆、华诚认证中心总经理郑元辉、中汽中心

标准所副所长王学平、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应宜伦、吉利汽车研究院总工程师刘卫国、

天检中心新项目推进部部长秦孔建等就智能网联汽车未来发展趋势、检测认证技术及标准制定、车联网发

展趋势等做精彩汇报。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领域国家中心的成立，是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

时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协调、抢占全球汽车产业未来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重要支撑，将通过技

术引领、科学监督、全面服务，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中汽中心与天津市工信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

国际论坛期间，中汽中心与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在天津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汽中心党委副书

记牛向春、中汽中心副总经理吴志新、天津市工信委

副主任孙钢等出席。同期，召开天津市新能源汽车产

业创新发展大会，会议由中汽中心情报所所长程魁玉

主持。 

为紧抓全球汽车技术变革和产业融合战略机遇，

把握新能源汽车发展重要趋势，推动天津市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布局完善新能源汽车、打造国内产业新

高地。依托中汽中心的权威行业地位、资源和服务能

力，中汽中心与天津市工信委在互利共赢、平等诚信基础上，建立全面深度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拟开

展以下相关合作： 

一、产业服务公共平台搭建 

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多样化和资源整合优势，聚焦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提升所需公共服务的

精准化、高效化、专业化水平，开展各项专题性合作。 

二、产业发展智库组织筹建 

充分发挥行业智库效用，整合跨领域外脑资源，为天津市汽车产业发展所用，加大对制约环节、关键

核心问题的深度研究，谋划产业做大做优做强的顶层设计。 

三、产业对接联动环境营造 

发挥中汽中心国内外汽车产业的广泛优势资源，共同举办行业权威论坛会议，积极主动展示天津市新

能源汽车与战略构想、发展愿景、行动方案以及进展成效，探索打造区域产业联动模式。 

 



同期，天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和天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其中，中汽中心受

聘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科技发展部部长万仁君作为理事长单位代表发言，中汽中心情报所受聘为联盟秘书

处。 

下一阶段，双方将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中汽中心在产业管理、政策制定、标准法规解读、检测

认证及产业链企业资源与服务能力方面的优势，加速天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应用，构建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新生态，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成为引领天津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2018 中国新能源汽车大赛（CEVC）强势登陆上海国际赛车场 

当新能源汽车遇上 F1 将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 2018年 9月 25-26日，2018中

国新能源汽车大赛（以下简称“CEVC 大

赛”）首站赛事强势登陆上海国际赛车场，

来自 14 个国内领军新能源汽车企业的 20

余款主流车型一决高低，车型数量与关注

度均创新能源汽车赛事新高。 

赛事期间，国家新能源汽车知名专家，

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主任王秉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牛向春、中国

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主席林洁等领导莅临现场观战。 

 

中汽中心牛向春书记为获奖车队颁奖 

CEVC 大赛是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推出的国家级新能源汽车赛事。在

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双重扶持下，首届大赛以“清洁改变世界，绿色引领未来”为主题，以“引领新能

源汽车科技发展方向，推动新能源汽车标准体系构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提升，驱动新能源汽

车消费市场发展”为宗旨，立足于中汽中心的第三方技术背景，通过公开透明的比赛环境，建立起“独立、

公正、第三方”的赛事平台，打造国内厂商参与覆盖面广、参与级别高、技术专业性强、影响力广，对消

费者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具有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的新能源汽车赛事平台，以赛事平台推动技术发展，

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普及。 



 

车手宣誓环节                                                  全体赛手赛车合影 

此次赛事吸引了 14个领军新能源汽车企业，20余款新能源车型参赛，基本涵盖国内目前所有主流的新

能源车型。根据车型的不同，大赛将比赛分为小型纯新能源电动车组、紧凑型纯电动轿车组、紧凑型（增

强续航）纯电动轿车组、小型纯电动 SUV 组、紧凑型纯电动 SUV 组、中型纯电动跨界车组、豪华插电式混

合动力 SUV组、插电式混合动力性能展示 SUV组 8个组别。 

 

               车队比赛                                                            比赛进行中 

 

从新能源车使用特点出发，大赛的单项竞赛项目包括了日常安全驾驶场景、车内舒适性场景以及整车

性能场景三大方向。日常安全驾驶场景，围绕动力性（分为两项测评赛：0-400M 加速比赛和 0-100Km/H 加

速比赛）、制动性（100 -0Km/H紧急制动比赛）、操纵稳定性（分为两项测评：蛇形绕桩比赛和麋鹿测试）

进行三大性能共计 5 项技术竞赛测评；车内舒适性场景围绕静谧性，进行 40Km/H 匀速车内噪音和 80Km/H

匀速车内噪音共 2项技术竞赛测评；整车性能场景，则进行比赛车辆的性能综合赛。 

CEVC 大赛上海站的全部比赛项目都在中国最高等级的赛车场——上海国际赛车场赛道举行，基于良好

的场地条件，成绩更加真实有效。通过赛事成绩，消费者可以直观对比同等档次不同品牌的新能源汽车的

性能差异，为消费者的对比选车、购买和日常使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以赛事之名，比产品实力。2018CEVC 上海站的成功举办，通过多平台网络直播、电视、广播、平面及

新媒体等全媒体矩阵立体化传播，全面展现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性能指标，凸显新能源汽车产品优势，展示

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成果，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与推广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随着赛事的全面展开，CEVC

大赛必将向着技术领先、性能提升的发展趋势不断前行，同国内车企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

持续向前发展。 

2018中国新能源汽车大赛的第二站将于 11月在海南三亚举行。届时，在海南三亚将会再次迎来新能源

王者的加冕，到底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  



《2018 年车用氢能产业蓝皮书》在北京正式发布 

 

 

2018 年 9 月 26 日，中汽中心北京工作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2018 年车用氢能产

业蓝皮书》。中汽中心副总经理吴志新、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白荣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谢炜以

及来自国内外政府、氢能科研机构及企业、新闻媒体的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吴志新表示，中汽中心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多年来开展了大量工作，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和能力，《中

国车用氢能产业发展报告（2018）》是关于我国车用氢能产业发展研究的年度性报告，也是《车用氢能产

业蓝皮书》的第一本，希望各领域专家、领导予以支持，为未来技术的发展助力。发布仪式上，吴志新、

白荣春、谢炜等与会领导为新书揭幕。 

当日上午，北京工作部组织召开“加氢基础设施建设闭门研讨会”，吴志新、日本现代文化研究所主

任吴保宁等三十余位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围绕氢能的制造、储存、运输、使用等关键步骤及配套设施

建设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汽车节能分标委 2018 年会暨中国工况标准审查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9 月 18 日，汽车节能分标委 2018

年会暨标准审查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汽车节能

分标委委员单位、标准起草单位的 60余名代表

参加了会议。中汽中心副总经理吴志新，中汽

中心标准所所长冯屹、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司吕仁志出席会议。会议由汽车节能分标委

秘书长、中汽中心标准所总工王兆主持。 

吴志新首先介绍了中国工况出台的背景和

研究情况。中汽中心自 2015年起牵头承担了工信部等五部委下达的中国工况研究项目，通过三年时间开发

完成 9 条工况曲线。经过验证，中国工况能更好地辨明及反映我国车辆在中国道路环境下的实际表现，对

于正确引导车辆开发和标定、促进符合我国交通特征和使用特征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对《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1部分：轻型汽车》和《中国汽车行驶工况 第 2部分：重型商用车辆》

两项国家标准送审稿以及反馈意见处理情况等进行了审议。标准起草单位代表分别对两项标准的制定过程

及主要技术指标制定依据进行了介绍，各位委员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逐条讨论，提出审查意见并达成了共

识。最终，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上两项标准，要求起草单位按照审查意见抓紧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尽快启动

标准报批。 

2019 年，汽车节能分标委将重点开展乘用车第五阶段燃料消耗量标准、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标准等研究工作，希望后续委员就相关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共同把节能标准工作做好。 

 

中国汽车轮胎测试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天津成功召开 

2018年 9月 6日—7日，中国汽车

轮胎测试技术国际研讨会在天津成功

召开。中汽中心副总经理李洧、中国橡

胶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文英、

“国家千人计划”夏训茂博士以及来自

汽车企业、轮胎企业、高等院校、专业

测试机构等共计近 200人出席会议。 

会议以“交流、合作、共享”为主

题，通过深化汽车行业与轮胎行业间的

交流，致力于提升国内汽车及轮胎企业

的技术能力，推动汽车及轮胎行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会上，来自吉林大学、南开大学、

中汽中心等单位的共计 15 位专家发表

了精彩演讲。演讲涉及整车对轮胎性能

的匹配要求、轮胎模型在汽车仿真中的

应用、轮胎力学特性测试研究与底盘调

教、新能源汽车轮胎性能测试、轮胎测

试数据解读、汽车轮胎主客观评价、先进测试备等。另外，与会专家还针对轮胎磨损排放污染物试验研究

进行分享，介绍了轿车轮胎在特定工况下磨损颗粒物的排放性能及有毒有害物质占比，引发与会人员的热

烈讨论。 

李洧在会上表示，通过此次会议，希望能够搭建汽车与橡胶行业、整车与轮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与共享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汽车和轮胎行业的共同发展。 

此次会议以“中国汽车—轮胎综合测试平台”为依托召开。该平台是中汽中心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以

中汽中心轮胎测试开发能力为基础，联合打造的，涵盖整车 CAE 分析、轮胎动力学、室内开发验证、场地

测试验证、主客观评价、法规测试等的国内整车企业和轮胎企业技术交流的平台。 



2018 中国—东盟（柳州）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在柳州成功召开 

2018年 9月 11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广西壮

族自治区商务厅、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柳州市人民

政府主办，中汽中心承办的“2018 中国—东盟（柳州）

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在柳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商务部及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等领导，以及国内外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代

表和行业专家等 300多人出席本届论坛。 

本届论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

东盟汽车产业合作”为主题，邀请了中国机电产品进

出口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孙晓红、德国莱茵 TÜV 集团

交通服务工程及型式认证亚太区副总裁斯蒂芬•霍伊

尔、中汽中心情报所政研中心汽车产业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沈庆、中汽中心情报所政研中心汽车流通与后市

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海峰四位国内外专家，分别就

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东盟汽车产业合作情

况、东盟汽车产业政策和法规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中

国—东盟汽车产能合作前景分析和建议、中国汽车后市场发展形势及东盟市场合作建议等相关议题做介绍，

并针对汽车企业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解答与讨论。通过深入分析东盟汽车市场的政策法规、准入制度和

产业发展的最新变化，帮助柳州企业加深对东盟汽车市场了解，为柳州汽车扩大对东盟出口探航指路，推

动柳州汽车对东盟市场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东盟（柳州）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通过邀请国内外专家介绍东盟汽车

市场及政策最新情况，帮助国内汽车企业更好地了解东盟市场，加快开拓东盟汽车市场。中汽中心今后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内部资源，积极搭建中国和东盟汽车产业交流与合作平台，为汽车企业在信息咨

询服务、技术法规认证、试验检测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服务。 

 

汽车界奥运会，2018CCPC 大赛盐城（大丰）站完美收官 

2018年 9月 13日至 9月 16日，由中汽中心及中汽摩联共同主办，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总冠名的 2018

中国量产车性能大赛首站在盐城（大丰）完美收官。来自全国的主流汽车品牌的代表车型齐聚盐城（大丰）

站，在亚洲最专业的汽车试验场和大丰港区开展全方位高性能大比拼。 

2018CCPC 大赛按照传统技术组（T 组）、昆仑润滑车王争霸赛（K 组）、东风风神媒体精英挑战赛（M

组）三个组别进行角逐。其中参赛车辆最为庞大的传统技术组（T组），今年设置了爬坡赛、车内噪声测试、

蛇形绕桩、低附路面紧急制动以及高速工况长距离节能赛等比赛项目，对车辆的动力性、静谧性、操纵稳

定性、制动性以及节能环保性等进行全方位评测。 



 

2018CCPC 大赛按照传统技术组（T 组）、昆仑润滑车王争霸赛（K 组）、东风风神媒体精英挑战赛（M

组）三个组别进行角逐。其中参赛车辆最为庞大的传统技术组（T组），今年设置了爬坡赛、车内噪声测试、

蛇形绕桩、低附路面紧急制动以及高速工况长距离节能赛等比赛项目，对车辆的动力性、静谧性、操纵稳

定性、制动性以及节能环保性等进行全方位评测。 

2018年，CCPC大赛选址盐城（大丰）、昆明嵩明嘉丽泽、牙克石三个地区作为比赛场地，全面考核车

辆在高性能、高原、高寒情况下的性能表现。其中，盐城（大丰）作为 2018年赛季的首发站，充分考验了

车辆在专业赛道及社会路况上的性能表现，为消费者提供了客观且具有价值的消费参考。中国量产车性能

大赛首次开创了以完全不改装的量产车型作为比赛车辆的全新赛事模式，是中国赛事和汽车行业的一次重

大创新。随着赛事的全面展开，CCPC 大赛必将持续引领国内汽车市场向着技术领先、性能提升的发展趋势

不断前行，推动中国汽车工业持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