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中汽学会[2020]163 号 

关于举办 2020第十七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 

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重要指示，积极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一系列职业教育重

大发展战略，对接《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2021-2035 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国家一系列汽车

产业重要规划，推动新时代、新经济、新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发展，推进新汽车人才培养和新汽车专业建设，按照惯

例，特此举办“2020 第十七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NAVEC）自 2004 年创办以来，始终

秉承“站位行业前沿，推进产教协同”的理念，致力于搭建汽车

职业教育领域产教融合交流平台，通过思想碰撞、路径探索、方

法沟通，促进产学研紧密协同发展，得到了领域内各方面的高度

认可，成为汽车职业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着中国的汽车产

业加速重构，随之带来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的深刻变化，如何

在“新时代”找准“新汽车人才”培养的方向，制定好“新汽车

专业”的规划，开启面向未来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2020

第十七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定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在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年会主办方邀请您共襄盛会，围绕大家

共同关注的新经济、新技术背景下的汽车产业发展、专业建设和

人才培养等热点问题，与相关领导、专家、企业与院校代表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共同为汽车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寻求解

决方案和路径。现就年会举办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会主题 

“聚焦新汽车人才培养，规划新汽车专业建设” 

二、组织机构 

1.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职业教育技术学会（拟邀） 

2.主办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3.承办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协办单位：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CSAE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 



 

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 

5.支持企业：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6.合作伙伴：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柯柏文（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易飒（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世纪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绪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龙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松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庆现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支持媒体：CCTV、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中国教育电

视台、重庆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腾讯汽车、搜狐汽车、网易

汽车、新浪汽车、中国汽车报、中国教育报、汽车之友等 50 余

家媒体。 

三、年会方案 

1.会议名称：2020 第十七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 

2.会议地点：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会议时间：12 月 25 日全天报到，26 日主会场，27 日主题

分会场。 

4.报到地点：重庆港森国际大酒店（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

655 号）。 

5.出席人员：教育部门领导，汽车产业资深专家；汽车类职

业院校领导、教师；各汽车整车/ICT 企业/零部件企业代表等，

预计将在 700 人左右。 

四、年会内容 

（一）主会场 

1.主旨报告(12 月 26 日 9:30-12:30)  

1）新经济、新技术下的职业教育变革；  

2）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3）中国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及人才需求预测；  

4）长安汽车“新四化”转型升级的思考与实践； 

5）蔚来汽车应对新业态的人才战略；  



 

6）《中国汽车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行动建议。  

2.主题发言（12 月 26 日 14:30-18:00） 

1）产业升级背景下的职教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10 家知名企业技术技能人才策略》主题沙龙；  

3）《中国汽车产教协同育人重庆共识》发布；  

4）四新四化背景下汽车专业目录调整的思考； 

5）1+X 证书制度如何助力汽车专业转型升级；  

6）《校企合作项目签署仪式》。 

（二）主题分会场 

1．2020 第二届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年会

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高峰论坛 

由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主办，北京兰德适

普科技有限公司、柯柏文（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易飒（广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相关院校联合承办。旨在探索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专业建设路径、人才培养思路、专业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

设与就业方向，以及如何将自动驾驶产业链与智能网联汽车专业

链紧密结合，实现专业师资与产业技术同步发展；探索建立智能

网联汽车技术技能人才“供”（职业院校）“需”（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链各板块各环节企业）链接，搭建垂直就业信息指导平台，

打通企业招聘、院校学生就业对接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助

力“三教改革”，探索智能网联汽车人才培养的产教深度融合之

路。 



 

会议议题（12 月 27 日 9:00-17:30）： 

1）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  

2）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的新思路和路径探索；  

3）智能网联汽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困境与探索； 

4）如何借力 1+X 课证融通建设智能网联汽车专业；  

5）大湾区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联合体的实践与探索；  

6）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新增会员授牌仪式 

7）智能网联汽车的人才培养与教材建设；  

8）中职院校智能网联汽车专业建设探究；  

9）智能网联汽车新业态下的职业教育变革；  

10）高职院校智能网联汽车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痛点及解决

方案；  

11）主题沙龙《对话》-智能网联时代，汽车人才培养。  

2．汽车数字化营销与共享出行服务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和国际汽车科技创

新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河北龙鼎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等相关院校共同承办。旨在汽车营销与服务加速向数字

化、网络化、共享化发展的背景下，面对汽车营销与服务模式、

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的颠覆式变革，深入探讨职业教育汽车营

销与服务相关专业及专业群如何转型升级，传统课程和车联网、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课程如何有机融

合，如何更好地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理实一体场景教学，教师能



 

力如何快速提升等问题。  

会议议题（12 月 27 日 9:00-12:30）： 

1）汽车智能共享出行服务，“新四化”点晴之笔；  

2）长安出行自动驾驶产品运营架构与岗位需求；  

3）汽车营销服务专业数字化转型载体-共享出行；  

4）共享出行的无缝整合—职业教育与专业重构； 

5）初探汽车营销与服务相关专业升级转型；  

6）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理实一体场景教学； 

3．智慧教室、微课程设计制作与教学实践主题论坛 

由国际信息研究学会中国分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牵头组

织，北京松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庆现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旨在落实国家“互联网+教育”及“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政策方针，指导院校合理运用教育领域不断产生与发展的新

兴信息技术来提高教学效率，提高学校资源库建设和信息化教学

水平，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的核心能力，完善教育信息化创新支

撑体系，加强大容量智能教学资源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

术深度融入教学全过程。 

会议议题（12 月 27 日 9:00-12:30）： 

1）Wecan 慕课专业资源建设与信息化教学整合能力推进工作

的思考；  

2）《汽车微课程设计制作与创新实践大赛》进展通报； 

3）快课技术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的实践研究； 



 

4）汽车专业教学资源建设方案的探讨； 

5）职业院校智慧实训及常态课程质量监测系统建设； 

（三）参观、试乘 

1）参观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考察本地的标杆汽车企业； 

3）试乘 L3 智能网联教学用车、L4 级乘用车（Robo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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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享受减免 100 元优惠（每单

位限两人）。提前转账或汇款的单位，请将费用汇至以下账户，

附加信息请注明：2020 职教年会。 

收款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银行账号：020000360908907230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因今年疫情原因，请各参会单位尽可能到现场刷卡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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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元/间/天，标间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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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 日前发电子

邮件至我会联系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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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疫情防控：按照重庆市《关于印发重庆市冬春季重大活动

疫情防控指南的通知》，参会人员需： 

1）国内低风险地区和市内参会人员持健康码绿码参会； 

2）对于有 14 天内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参会人员，须

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会。 

3）来自境外、有 14 天内境外旅居史以及有与确诊、疑似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已解除隔离健康观察的参会人

员，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阴性可以参加活动。 

六、其他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第七届二次委员会和

CSAE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将分别于 12 月 25 日下午

15:00-17:30、18:30-21:00 这 2 个时间段在报到酒店召开，相关

会议通知另行发送，敬请关注。 

七、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刘  博  010-50911098 

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王  柳  010-50911095 

西南地区、沪苏地区：董  杰  010-50911096 

华中地区、华南地区：余宝星  010-50911044 

邮箱：js@sae-china.org 

 



 

附件一：拟邀请嘉宾 

附件二：参会回执 

附件三：交通提示 

2020 年 12 月 2 日 

 

 

 

 

 

 

 

 

 

 

 

 

 

 

 

 

主题词：举办  汽车  教育  年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印发 



 

附件一 

2020 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拟邀请嘉宾名单 

 

1.行业机构专家及领导 

鲁  昕-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张进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克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叶盛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 

吴志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万鑫铭-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闫建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楼志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理事长 

战静静-国际汽车科技工程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徐念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 

2.知名企业专家及领导 

朱华荣-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斌-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  康-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书利-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  岭-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夏顺礼-江淮新能源乘用车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边  宁-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智能网联部部长 

郭继舜-广州汽车研究院智能驾驶技术部部长 

孟祥雨-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智能行车开发部部长 

丁华杰-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人工智能官 

孙  宁-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整车产品总监 

黄  鑫-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产品总监 

林乃挺-吉利汽车人力经营中心技能管理部部长 

张德兆-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  彬-中国联通重庆分公司政企战略事业部副总经理 

任  喆-长安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院校专家及领导 

1）本科院校： 

赵国栋-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赵志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崔胜民-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导 

张国方-武汉理工大学责任教授 

王  健-重庆交通大学公共交通学者、共享出行实验室创建人 

2）高职院校： 

董铸荣-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 

李  雷-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院长 

金  明-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学院副院长 



 

冯志新-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尹万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 

王  毅-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主任 

刘  铁-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龙志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邹  晔-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 

刘学军-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 

张成山-山东淄博职业学院党委委员、汽车学院院长 

3）中职院校： 

蒋红梅-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党委书记兼校长 

 

  



 

附件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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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日 离开时间 12 月    日 

备注  

注：1.发票信息栏请根据各院校要求发票内容填写。 

2.请务必将住宿要求及时间填写清楚，方便主办方安排住宿。 

3.请将以上回执填妥后于 12 月 20 日 17:00前发送至 js@sae-china.org。 



 

 

附件三： 

交通提示 

报到酒店：重庆港森国际大酒店 

报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 655 号 

 

➢ 重庆北站-港森酒店 步行至重庆北站南广场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T2 航

站楼方向），碧津站下车换乘轨道交通 3 号线（举人坝方向），观月路站下

车，步行至港森国际酒店。 

➢ 沙坪坝站-港森酒店 乘坐轨道交通环线（二郎方向），重庆北站南广场换

乘轨道交通 3 号线（T2航站楼方向），碧津站下车换乘轨道交通 3号线

（举人坝方向），观月路站下车，步行至港森国际酒店。 

➢ 江北国际机场-港森酒店 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鱼洞方向），碧津站下车

换乘轨道交通 3号线（举人坝方向），观月路站下车，步行至港森国际酒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