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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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9第十六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NAVEC）自 2004 年创办以来，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始终秉承“站位行业前沿，推进产教协同”的办会

理念，致力于搭建汽车职业教育领域的大平台，促进产学研紧密

结合、交流思想、探索路径、引领发展。经过十五年的发展，会

议规模不断扩大，会议规格不断提升，会议主题不断创新，成为

国内汽车职业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2019 年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的纪元年，我国汽车产

业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将围绕“跨界融合、改革创

新”的主题展开深入研究与探讨。第十六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

会定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29 日在江苏无锡举办。在此，主办

方邀请您共襄盛会，共同关注汽车产业发展和热点问题，共同探

讨汽车职业教育改革与专业建设，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和技术路

径。现就年会举办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会主题 

跨界融合、改革创新，全面落实职教 20 条。 

 

 



 

二、组织机构 

1.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 

2.主办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3.承办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 

CSAE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协办单位：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汽车市场分会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5.支持企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6.合作伙伴：北京和绪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龙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松博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龙神有限公司 

北京中汽恒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驷马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纶汽车设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育天智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6.支持媒体：中国教育电视台、腾讯汽车、搜狐汽车、网易

汽车、新浪汽车、凤凰汽车、中国汽车报、中国教育报、江苏日

报、江苏晚报、无锡日报、无锡广电、今日头条、百度新闻、一

点资讯、汽车头条、汽车之家、易车网、爱卡汽车、UC 头条、汽

车之友、汽车与驾驶维修、汽车维修与保养。 

三、年会方案 

1.会议名称：2019 第十六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2.会议地点：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3.会议时间：10 月 27 日全天报到，10 月 28-29 日会议 

4.会议规模：500 人+ 

5.报到地点：无锡白金汉爵大酒店（无锡市梁溪区盛岸西路

18 号）。 

6.出席人员：各级政府教育及相关部门领导，相关行业组织

领导；全国汽车相关职业院校领导、教师；国内外汽车相关企业

代表等。 

四、年会内容 

1.主会场（10 月 28 日 8:30-18:30） 

（1）主旨报告（选题参考如下）： 

1)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最新解读； 

2）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创新与发展趋势； 

3）汽车产业新变革下的应用技能和服务型人才标准； 



 

4）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现状、技术路线及人才需求分析； 

5）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版最新解读；  

6）新时代汽车产业工匠精神塑造与培养。 

（2）主题发言（选题参考如下）：  

1）智能制造发展趋势及人才培养； 

2）汽车改装方向人才需求及培养； 

3）大数据与汽车后市场服务模式变革； 

4）二手车发展现状、前景及人才培养； 

5）无人驾驶汽车商业化进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6）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2.分会场（10 月 29 日 8:30-12:00） 

（1）智能网联汽车专业教学资源开发与共享主题分会场 

由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牵头组织、北京和

绪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旨在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专业（方向）建设与发展，探讨智能

网联汽车专业（方向）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模式。同时通过联合

体平台，构建产教融合深度合作，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与职业

教育的紧密结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共同

发展。 

（2）汽车网络营销服务人才培养主题分会场 

由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牵头组织，河北龙鼎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 

旨在顺应汽车后市场“互联网+”营销服务模式如火如荼的

发展，深入探讨基于网络的营销服务岗位、能力新要求和线上线



 

下结合营销服务岗位、能力的新要求，及由此引发的“新汽车营

销专业”的课程构建、教学方法变革、教学资源建设等。同时为

汽车（包括二手车）网络营销人才的培养及就业搭建校企交流平

台，推进产教融合。 

（3）大数据与新零售背景下的新教学实训平台主题分会场 

由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牵头组织，上海驷马先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承办。  

旨在分享基于汽车后市场服务大数据与新零售服务理念驱

动，以不断更新的实体样本数据案例与业务模型为指引，引导职

业教育教学适应区域经济、人才需求以及产业发展，打造产教融

合、协同创新的新教学实训平台。 

3.参观（10 月 29 日 13:30-17:00） 

参观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本地汽车相关企业考

察等。 

五、参会须知 

1. 参会费标准：每人 1400 元，由主办单位收取并出具发

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团体会员、个人会员代表享受减免 100 元

优惠（团体会员可享受两人费用减免优惠）。提前转账或汇款的

单位，请汇至以下账户并电话确认，附加信息请注明：2019 职教

年会。 

收款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银行账号：0200 0036 0908 9072 30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联系人：王 柳 

联系电话：010-50911095  电子邮箱：wl@sae-china.org 

mailto:wl@sae-china.org


 

2.住宿标准：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标准

为：单间 350 元/间/天，标间 230 元/床位/天，由酒店统一收取

并出具发票。请在回执中注明入住标准及入住时间，主办方秘书

处将根据回执情况尽可能安排入住。 

3.报名方法：请填妥附件一的回执，于 10 月 21 日前发电子

邮件至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4.交通：本次活动不安排接送站，请各参会代表按照交通提

示（详见附件二）自行前往。 

六、同期活动 

1、国家汽车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期研讨会 

会议时间：10 月 27 日 9:00-11:30 

会议地点：无锡白金汉爵大酒店（年会入住酒店） 

2、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第七届委员会二

次会议及 CSAE 全国校长联席会 

会议时间：10 月 27 日 13:30-17:30 

会议地点：无锡白金汉爵大酒店（年会入住酒店） 

3、全国职业院校汽车改装技术技能大赛赛前实操培训（第

二期） 

会议时间：10 月 29-30 日 

会议地点：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汽车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及教学设备展 

展览时间：10 月 28-29 日 

会议地点：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相关会议、培训通知另行发送，敬请关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官网。如参加分会第七届委员会二次会议及 CSAE 全国校长联席



 

会的领导，请合理安排行程和到达时间。 

七、联系方式 

职业教育年会秘书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联系人：王柳：010-50911095 / 18910272152 

董杰：010-50911096 / 13021185186 

邮  箱：wl@sae-china.org 

   

附件一：参会回执 

附件二：交通提示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 举办  汽车  职业教育  年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019 年 9 月 29 日印发 



 

附件一：                  

2019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参会回执 

发票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税号  电话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手   机 邮   箱 

       

       

       

       

住宿要求 单间      间     标间      间     床位      个 

入住时间 10 月      日 离开时间 10 月      日 

备    注  

注：1.请务必将住宿要求及时间填写清楚，方便主办方安排住宿。 

2.请将以上回执填妥后于 10 月 21 日 17:00前发送至 wl@sae-china.org，并与王柳 010-50911095 联系。 



 

附件二：                   

交通提示 

报到酒店：无锡白金汉爵大酒店（无锡市梁溪区盛岸西路 18

号）。 

 

 

 硕放机场→白金汉爵：乘坐机场 1 号线火车站（途径 4 站）

下车，换乘 626 路公交车，白金汉爵大酒店站（途径 11 站）

下车。 

 无锡站→白金汉爵：步行至无锡中央车站站乘坐 115 路公交

车，白金汉爵大酒店站（途径 12 站）下车. 

 无锡东站→白金汉爵：乘坐地铁 2 号线，五爱广场站（途径

14 站）下车，换成 762 路公交车，会岸路站（途径 13 站）下

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