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年会概况 

时间和地点 

2019年10月22-24日，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官方网站及报名参会 

www.saecce.org.cn 

支持单位 

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 

纵思（上海）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汽车之友》杂志社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上海国际汽车城 

特别合作方 

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主席 

李  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赵福全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2018-2020 FISITA 主席，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顾问 

顾问委员会委员 

寺师 茂树 丰田汽车公司董事、副社长 

三部 敏宏 本田技术研究所专务执行董事 

汽车研发中心中心长兼风险管理负责人 

中畔 邦雄 日产汽车公司副社长 

刘  波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冯擎峰 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兼 CTO，路特斯集团 CEO 

李开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董事长 

Helmut LIST AVL 李斯特主席兼 CEO 

Peter TYROLLER 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 

加藤 良文 株式会社电装专务 

Paul 

MASCARENAS 

2014-2016 年 FISITA 主席，SAE-International 主席 

Fontinalis Partners 特别投资合伙人 

廉玉波 比亚迪高级副总裁 

钟翔平 腾讯副总裁 

付于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张进华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付炳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克强 清华大学教授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科技委员会主席 

葛松林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管  欣 吉林大学 

科技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材料分会 

王登峰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刘世新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工程建设与装备技术分会 

刘宗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管理分会 

李孟良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李洪亮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 

李理光 同济大学 



 

李菁华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非金属材料分会 

欧阳涛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可靠性技术分会 

周  舟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空气动力学分会 

周  青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安全技术分会 

赵芳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电子技术分会 

胡新意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分会 

徐向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成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涂装技术分会 

黄  平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防腐蚀老化分会 

黄  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谢  军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产品分会 

谢  晖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车身技术分会 

詹  军 吉林大学 

蔡英凤 江苏大学 

颜  燕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测试技术分会 

会议规模 

年会将邀请国内外知名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和相关产业的技术领袖、工程

师，政府及行业组织代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超过 3000 人参

会。 

会议语言 

中文与英文，全体大会和部分分会场提供中英同声传译；部分会议为纯

英文会议 

  



二、 年会会议概览 

2019 SAECCE 活动形式包括全体大会、中外交流论坛、院士论坛、技术

大会、专题分会、技术分会、技术展览、试乘试驾、企业参观等内容。 

10 月 21 日 下午 注册报到 

10 月 22 日 

上午 

全体大会 

主旨报告 

高层访谈 

下午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 

晚上 Gala Dinner 

10 月 23 日 
上午 

院士论坛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下午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10 月 24 日 

上午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 

下午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 

全体大会：闭幕式 

10 月 25 日 上午 企业参观 

10月 22-24日 全天 年会技术展览、试乘试驾 

※会议日程实时更新，请登录官网www.saecce.org.cn查询

会议主题

1、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2、新能源汽车技术 

3、汽车轻量化技术 

4、汽车新材料 

5、汽车仿真与测试 

6、发动机及润滑 

7、安全技术 

8、振动噪声控制（NVH） 

9、环保与排放控制 

10、制造技术 

11、先进变速器及动力传动系统 

12、车辆动力学及其系统集成 

13、汽车电子技术 

14、汽车热管理技术 

15、汽车可靠性技术 

16、整车产品与性能开发 

17、技术管理 



三、 年会技术展览

1、展览内容：展品涵盖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智能网 联汽车；轻量化及材

料；测试技术等领域。 展览面积超过 30000 平米， 预计展会专业观众将超过

20000 人次。

2 、 展览参 观： 技 术展览在 10 月 22-24 日可免 费参观， 请登录

www .saecce.org.cn 提前预约。 会议注册代表可以免费参观展览， 无需再次注

册。 展览注册代表仅能参观展览， 如需参加会议， 需要进行会议注册。

四、 会议报到安排

10月 21 日14:00-18: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一 层大厅

10月 22-24 日08:00-17: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一 层大厅

＊可在以上任一时间段内选择任一注册地点注册。 本届年会报名标准及交费方式请见附件。

五、 住宿预订

年会组委会将为参会代表推荐住宿酒店， 住宿费自理， 请参会代表至年

会官方网站www.saecce.org.cn提前预订住宿房间。

六、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瑞娇女士， 周伯阳先生

电话： 010-50911038, 010-509110元

邮箱： wri(@sae-china.org, zbv<@sae-china.org 

学会宫网： www.sae-china.o股

活动官网： www.saecce.onr.cn

附件 1: 2019SAECCE 参会报名及联系

附件 2: 2019SAECCE 住宿预定及交通

附件 3: 2019SAECCE 技术展览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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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SAECCE 参会报名及联系 

1、所有参会代表，包括论文作者，均需登录 www.saecce.org.cn 报名注册。 

2、会议费标准信息如下。提前优惠以汇出时间为准。现场交费不能享受提前注册优惠。 

类别 套餐内容 

交费时间及标准（单位：元/人） 

9 月 10 日前 9 月 11 日-10 月 11 日 10 月 12 日-10 月 24

日 

参会代表 非会员 套餐 1 3000 3500 4000 

会员 套餐 1 2800 3300 3800 

论文作者 —— 套餐 1 2000 2500 3000 

宣读作者 —— 套餐 1 1800 2300 2800 

学生（全日制本科

生、硕士、博士研究

生） 

—— 套餐 1 1800 2300 2800 

会员 套餐 2 0 0 0 

团体报名（3 人及以上一笔支付） 套餐 1 2800/人 3300/人 3800/人 

特邀 VIP 套餐 1 0 0 0 

企业参观 

 

50 50 —— 

 

说明： 

（1） 所有参会代表均需登录会议官网 www.saecce.org.cn 报名注册。 

（2） 特邀演讲嘉宾、会议主席、主持嘉宾、互动讨论嘉宾、评审专家将发送优惠码注册，请在组委会发送邀请码后

再进行网上注册。 

（3） 团队报名为 3 人及以上一笔支付。 

（4） 论文宣讲作者按照论文作者注册报名。 

（5） 套餐介绍： 

套餐 1：为完成交费代表提供全套参会资料（会议入场证，会议程序册，会议论文集，演讲集 U 盘等资料，以及

会期午餐）。 

套餐 2：仅提供会议入场证。 

（6）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银行信息如下）、在线支付（支付宝、网上银行）、现场刷卡。 

银行账户信息： 

国内支付（仅限人民币）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银行帐号：0200 0036 0908 9072 309 

备注信息：2019SAECCE+参会姓名（或注册编号） 

国外支付（仅限外币）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 号：778350040984 

Swift: BKCH CN BJ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100818） 

备注信息：2019SAECCE +参会姓名（或注册编号） 

（7） 会员优惠：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个人会员享受参会优惠，普通会员会费 60 元/年，学生会员会费 20 元/年，支持在线支付和银

行转账，在线支付成功后立享优惠。申请会员网址：http://huiyuan.sae-china.org/。联系电话：010-50911021。 

http://huiyuan.sae-china.org/


 

 

（8） 关于发票： 

• 发票内容：会议费。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 

• 如您在 9 月 27 日前付款，会务组将在您付款后三周内开出发票并且由顺丰寄出；如您在 9 月 27 日-10 月 11 日内

付款，会务组将在会前开出发票并请您会议期间现场领取；如您在 10 月 11 日后付款，会务组将在会议结束后一

个月内开出发票并且由顺丰寄出。为避免现场交费排队影响参会，缩短您的等候时间，建议代表尽量会前银行转

账或在线支付。 

• 发票及快递信息将在注册过程中在线收集。发票一旦开出，将不予退换，请务必确认信息。在线填写的发票信息

如临时有更新，请在填写后 5 个工作日内联系 010-50911038 王瑞娇女士，将正确的信息发送至 wrj@sae-

china.org。 

（9） 退款原则：如需取消参会，须将取消申请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 wrj@sae-china.org；对于未开发票的，10 月 11

日（含）前申请取消，则可全额退款；10 月 12 日（含）后至会议开始前取消，组委会在扣除 10% 的管理费

后，退还其余 90%的会议费。发票一经开出，将无法办理退款，若指定他人替代本人参会，请会前邮件通知组委

会，且不产生取消费用。退款如产生银行手续费代表自行承担。 

（10） 企业参观活动安排在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多条线路同时出发，即参会代表仅能选择一条参观路线，请根据个人时

间妥善安排行程。因接待企业人数有上限要求，每条线路以完成交费为准到达限定人数该条线路即关闭注册通

道。 

（11） 参会代表在优惠截止日期前交费方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线上支付宝、线上银行转账、线下银行转账）。 

（12） 会议报到安排 

10 月 21 日 14:00-18: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10 月 22-24 日 08:00-17: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可在任一时间段内选择任一注册地点注册。 

（13） 会议联系人 ： 

联系人：王瑞娇 女士 

电话：010-50911038 

邮箱：wrj@sae-china.org 

注册网址：www.saecce.org.cn 

  

mailto:wrj@sae-china.org，zhangmeng@sae-china.org
mailto:wrj@sae-china.org，zhangmeng@sae-china.org
mailto:wrj@sae-china.org，zhangmeng@sae-china.org


 

附件 2： 2019SAECCE 住宿预定及交通 

1、住宿预订 

年会组委会为参会代表推荐以下住宿酒店，且在 10 月 22-24 日期间均提供酒店至会场（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的摆渡班

车。以下价格均包含早餐，并提供免费上网服务。参会代表的住宿费用自理。 

有住宿需求的参会代表，至年会官方网站 www.saecce.org.cn 提前预订住宿房间。最后预定期限：2019 年 10 月 11 日, 预

定期限过后的房价和房间将视酒店情况而定。如果未入住已经确认的酒店房间，将收取一晚的住宿费用。 

 

酒店名称 到会场距离 房型 
价格 

（间/晚） 
预订方式 

上海汽车城瑞立酒店(★★★★★)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博园路

6966 号 

1.2 公里 

单人商务房 RMB340 预定链接： 

http://www.saecce.org.cn/CN/hotel/ 

在线预订咨询： 

上海安莎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系人：章强 先生 

电话：021-5128 8066 

传真：021-5101 3782 

手机：156 0178 2688 

高级房 RMB460 

豪华房 RMB550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博园路

6555 号 

3.3 公里 高级房 RMB720 

上海新逸大酒店 (★★★★) 

地址：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29 号 
2.1 公里 标准房 RMB380 

上海新词大酒店(★★★) 

地址：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29 号 
2.1 公里 标准房 RMB288 

 

2、会场及交通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博园路 7575 号 

初步班车路线（会议高峰期期间班车约 30 分钟一趟，班车路线更新安排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 

墨玉路公交车站（新词、新逸）←→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上海汽车城瑞立酒店←→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出租车： 

上海火车站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35 公里。 

上海虹桥火车站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25 公里。 

虹桥机场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25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80 公里。 

公交线路：陆安专线至博园路站下车即达。 

地铁：可换乘 11 号线（安亭方向）至安亭站下车，走到墨玉路公交车站，乘坐组委会安排的短驳班车即达，班车约

30 分钟一趟，班车路线更新安排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 

  



 

附件 3： 2019SAECCE 技术展览平面图 

更新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