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具体参会信息及相关日程) 
一、举办时间  

2019 年 7月 9-12 日 
二、论坛主题 

永久主题：核心技术彰显品牌价值 
年度主题：技术创新驱动汽车产业变革 

三、举办地点 
云南·昆明 嘉丽泽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牛栏江镇 

四、论坛日程（拟） 
7 月 9 日（星期二） 

时间 流程 地点 
08:00-24:00 嘉宾报到 华美达酒店大堂 
13:30-14:00 媒体专访 3号会议室 
14:00-15:00 EV-TEST高层座谈会 7号会议室 
15:15-15:45 2019年 EV-TEST第一批测评结果发布会 2号会议室 
18:00-20:00 欢迎晚宴 千人宴会厅 

 
7 月 10 日（星期三） 

时间 流程 地点 
09:00-10:00 2019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高端设备展开幕 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09:45-10:00 VIP会见 千人会议厅 VIP室 
10:00-12:00 2019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开幕 千人会议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千人宴会厅 
13:30-17:00 2019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 千人会议厅 

14: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 

第五次工作会议 
7号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千人宴会厅 
  



7 月 11 号（星期四） 
时间 流程 地点 

09:00-12: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 千人会议厅 1、2区 

09:00-12: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机动车

排放标准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 
千人会议厅 3区 

09:00-12:00 
第十二届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 

国际研讨会 
高尔夫宴会厅 

09:00-11:00 嵩明汽车产业参观  
12:00-13:30 自助午餐 千人宴会厅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 

智能网联测试技术分会场 
千人会议厅 1区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 

新能源汽车测试技术分会场 
千人会议厅 3区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 

安全测试技术分会场 
2号会议室 

13:30-16:00 昆明汽车产业合作推介洽谈会 8号会议室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 CSAE

团体标准评审会 
3号会议室 

13:30-17: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柴油货

车污染防治攻坚战系统解决方案研讨会 
7号会议室 

13:30-17:00 
第十二届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 

国际研讨会 
高尔夫宴会厅 

18:00-20:00 自助晚餐 千人宴会厅 
 
7 月 12 日（星期五） 

时间 流程 地点 

09:00-12: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燃料与

润滑油先进技术国际研讨会 
2号会议室 

09:00-12:00 动力电池测试联盟 2019年第二季度技术研讨会 7号会议室 
09:00-12:00 燃料电池汽车测评工作组 2019年第一次会议 3号会议室 

09:00-12:00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测评工作组 2019-2020年度工作部

署会议 
9号会议室 

12:00-13:30 自助午餐 千人宴会厅 

13:30-16:30 
电动汽车电驱动总成测评工作组（EVPTE）2019年工

作会议 
2号会议室 

13:30-16:30 
乘用车商品性主观评价研讨会暨整车道路试验驾驶技

能等级考核启动会 
9号会议室 

13:30-16:30 汽车轮胎测试技术研讨会暨汽车-轮胎数据应用平台
启动会 

8号会议室 

13:30-16:30 整车（三高）地区适应性测试规程讨论会 7号会议室 

13:30-16:3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先进后

处理控制技术研讨会 
3号会议室 

18:00-20:00 自助晚餐 千人宴会厅 



五、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交通运输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云南省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昆明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 
协办单位：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昆明市商务局 

六、会议费用 
1800元/人 

七、推荐路线 
 
 
 
 
 
 
 
 
 
 
 
 
 
 

从机场沿嵩昆高速到达昆明嘉丽泽需 40分钟。 
八、报名方式 
（一）小程序报名 
 
 
 
 
 
 
 

“卡壹会务”综合服务小程序，功能包含会议指南、会
议预定、嘉宾登记、会议缴费等。 

 



（二）回执报名 

2019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 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参会人员  职务  电话  

住房信息 

房间类型： 
○大床  ○双标 
入住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来程信息 
航班号/车次 

          月     日 

返程信息 
航班号/车次 

月     日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及

邮编 
 

参会内容 
（请在内 ◯

勾选您所参加

的会议） 

第一天，7月 9日，下午（星期二） 

◯  EV-TEST 高层座谈会 
◯  2019 年 EV-TEST 第一批测评结果发布会 

第二天，7月 10日，上午（星期三） 

◯  2019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高端设备展开幕 
◯  2019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开幕 

第二天，7月 10日，下午（星期三） 

（注：该时间段只可勾选一个会议） 

◯  2019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工作会议 

第三天，7月 11日，上午（星期四） 

（注：该时间段只可勾选一个会议）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机动车排放标准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 

◯  第十二届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国际研讨会 

第三天，7月 11日，下午（星期四） 

（注：该时间段只可勾选一个会议）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智能网联测试技术分会场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新能源汽车测试技术分会场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测试技术年会-安全测试技术分会场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 CSAE团体标准评审会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柴油货车污染防治攻坚战系统解决方案研讨会 

◯  第十二届先进柴油机排放控制及测试评价技术国际研讨会 
 
 
 
 
 



第四天，7月 12日，上午（星期五） 

（注：该时间段只可勾选一个会议）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燃料与润滑油先进技术国际研讨会 
◯  动力电池测试联盟 2019 年第二季度技术研讨会 
◯  燃料电池汽车测评工作组 2019 年第一次会议 
◯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测评工作组 2019-2020年度工作部署会议 

第四天，7月 12日，下午（星期五） 

（注：该时间段只可勾选一个会议） 

◯  电动汽车电驱动总成测评工作组（EVPTE）2019 年工作会议 

◯  乘用车商品性主观评价研讨会暨整车道路试验驾驶技能等级考核启动会 

◯  汽车轮胎测试技术研讨会暨汽车-轮胎数据应用平台启动会 

◯  整车（三高）地区适应性测试规程讨论会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四届汽车环保技术年会暨先进后处理控制技术研讨会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郑东红：022-84379666-2016；13820729972   邮箱：zhengdonghong@catarc.ac.cn 

收费信息 

注册费 

注册费用：￥1800元/人 

缴费金额：                                                元/人 

人    数：                                                人 

总缴费金额：                                              元 

付款方式 

◯ 银行汇款                   ◯ 现场交费（只收现金） 

汇款银行信息：  

账户名称：上海卡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支行 

账号：609005839 

（银行汇款务必备注：2019 中国汽车技术发展（昆明）国际论坛）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开票内容 会议费                              

发票种类 ◯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张数 开写     张发票（多人参会缴费请填写，此处不填写将按一张开具发票） 

金额（小写） ¥  

金额（大写）  

请提供如下发票信息： 

名  称：  



税  号：  

地  址：   

电  话：  

开户行：  

账  号：  

请注意：2017 年 7 月 1 日执行新规定。以上信息均是财务信息，请务必与单位财务管理部门核对。其中，地址和

电话均为财务需提供的地址和电话，非个人信息。专票或者普票都需要将上述信息填全。发票一经开出不做退换处

理。 

发票邮寄信息 

收件单位名称  

收件人地址  

收件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邮编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