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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展（C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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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展（C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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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家参展企业

100+
家权威媒体

4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56000
人次专业观众

113
个专业采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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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盛会，商机无限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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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于 2018 年 5 月 6 日下午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圆满闭幕。本届

展会以“新时代·新能源·新机遇”为主题，由振威展览股份、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四川省汽车产业协

会主办，四川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成都市物流协会、遂宁市物流行业协会协办，成都振威世展展览

有限公司承办。展会重点展示新能源汽车（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电池、电机、

电控等核心零部件，充电站（桩）等充换电基础设施领域的最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为业内企业提供

一个了解行业动态、洽谈贸易、开拓市场的桥梁和平台，吸引了 300 多家知名企业参展，113 家专业采

购团现场参观采购，共接待观众 560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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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领导关注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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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得到了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邮政管理局、成都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成都市博览局等政府单位的大力支持。展会期间，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科技部科技体制

改革研究会会长、科技部原秘书长、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张景安，成都市博览局局长王天刚、四川省电力行

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石俊杰、四川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文曹、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产业处处长文彬等 20 多位四川省、成都市相关单位领导，美国

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 Jim Mullinax 先生、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 Dr. Klaus Schmidt 先生、澳大

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高级投资主管 James Zhan 先生、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贸易顾问 Clément SEYVE

先生等多个国家驻蓉领事馆代表莅临展会现场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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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论“见”，共话发展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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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4 日，展会同期举办“2018 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会暨成都国际公交、物流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本次高峰论坛以“创新发展、开放共享”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中心、四川省现代物流协会、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成

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应用促进会、四川大学材料与汽车学院等 500 多位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

学者与上汽荣威、江淮新能源、吉利商用车、银隆新能源、中植一客等新能源汽车企业负责人参会，深

入剖析新能源汽车行业代表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加强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交流与合作，是全球新能源

汽车行业在中国集国家政策、学术研讨和新品发布的高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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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观众汇集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12



13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组委会邀请了成都市新都区蓉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峨眉山市公共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西昌

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易速物流有限公司、四川省现代物流

发展促进会、遂宁市物流行业协会、成都市物流协会、四川岷江物流有限公司、乐山市邮政管理局、成

都伟俊物流有限公司、成都易速物流有限公司、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四川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成都

申通快递实业有限公司、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达州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达州市中通快

递有限公司、绵阳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巴中申通快运有限公司、遂宁市邮政管理局等 113 家公交、客运、

物流、快递等行业企业、商协会组团参观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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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汇聚，新品荟萃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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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新能源、上汽荣威、江淮新能源、长安新能源、众泰汽车、北京清行、宇通客车、银隆客车、四川

客车、中植一客、吉利商用车、雅骏汽车、重庆力帆、华晨鑫源、特来电、科士达、华泰电气、智邦科技等新

能源行业知名企业均亮相展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电

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充电站（桩）等充换电基础设施领域的最新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其中上汽荣

威、江淮新能源、中植一客等西南地区本土造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更是在展会上发布多款新品，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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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云集，跟踪报道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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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得到包括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中国网、腾讯新闻、

新浪网、网易新闻、搜狐视频、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四川广播电视台、成都

广播电视台、成都电台交通广播、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中国汽车报、中国客车网、中国客车信息网、

客车联盟网、第一电动网、中国电动汽车网、电动汽车资源网、中国新能源汽车网、中国物通网、锦程

物流网、物流北京、中国能源报、中国电力报、中国电力新闻网、北极星电力网、电池中国网等 100 多

家大众主流媒体和行业权威媒体媒体的强烈关注，纷纷派出记者现场跟踪报道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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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凸显，好评如潮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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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自 2015 年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展出面积达到 15 万平方米，参展企

业超过 500 家，参观观众突破 20 万人次，得到了包括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生产企业、用户单位、行业

媒体等机构的大力支持。2018 年第四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在办展质量、参展企业规模、现场签约金额

等方面均创历史新高，展会品牌效应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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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领 导 人 及 各
级 政 府 高 度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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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加拿大，振威展览董事长张学山随访。图为李克强总理 （前

排左一）、特鲁多总理（二排左一）与企业家们（振威展览董事长张学山， 二排左三）

一起步入第六届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论坛会场

2017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振威展

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陪同下参观欧亚经济论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博览会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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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右）与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左） 

在第十一届中欧工商峰会亲切交谈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四川省省长魏宏在振威展览股份 董

事长张学山陪同下参观科博会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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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右）与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左） 

在第十一届中欧工商峰会亲切交谈
    

外交部部长王毅（左二）与振威展览董事长张学山（右一）在第六届中国——加拿大经

贸合作论坛会场外亲切交谈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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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书记李毅中（左） 在振威

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右）陪同下参观cippe2015

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左）出席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大会，受到河南省委 书记郭庚

茂（右）的接见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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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成都市博览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天刚（右一）在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学辉（左一）陪同下，视察指导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5月4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周永清（右一）在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学辉（右二）、副总经理黄先明（左二）陪同下，视察指导2018成都国

际新能源车展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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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石俊杰（前排左一）在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学辉（前排右一）陪同下，视察指导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5月4日，国网四川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出席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发展

高峰论坛并发表演讲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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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产业处处长文彬（左）在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学辉（中）陪同下，视察指导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5月4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Jim Mullinax先生（中）在成都振威世展展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学辉（右）陪同下，视察指导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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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名 展 商
盛 装 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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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新能源”）创立于 2009 年，

是世界 500 强企业——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是我国首家独立

运营、首个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首家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首批试点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北汽新能源现拥有北京、山东青岛、

江苏常州、河北黄骅等整车生产基地和美国硅谷、底特律、德国亚琛、西班

牙巴塞罗那等海外研发中心，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业务板块，以及分时租赁、充换电运营、二手车置

换等综合服务板块，同时布局智能制造、能源管理、智慧出行、互联网 + 等

多个战略新兴产业，是国内市场规模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广、产品线最丰富

的领军企业，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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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 年，从二次充电电池制造起步，2003

年进入汽车行业，同时布局新能源产业，并于 2016 年 3 月进入轨道交通产业。

至 2016 年 11 月，比亚迪在全球共建立了 30 个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超过

1800 万平方米，员工总数达 22 万人。在汽车领域，比亚迪是世界上目前唯

一一家同时掌握电池、电机、电控、充电基础设施以及整车技术的车企。在新能

源领域，除了新能源汽车，比亚迪还推出了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电动叉车以

及 LED 等多种新能源产品，可实现从发电、到储电、到用电的一整套新能源解

决方案。比亚迪也是全球首个被联合国授予“联合国能源特别奖”的新能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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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作为广汽集团新能源战略的重要实施载体，广汽新能源公司将致力于提

供世界级的移动智能新能源产品和服务领跑智能科技新时代。广汽智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项目，总投资金额超 450 亿元，将打造世界级智联新能源汽车

的“硅谷”，最终形成智能、开放、创新、绿色、共享、生态的国际智联新

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城。广汽新能源致力于构建以用户为核心，融入智慧

生活的创新营销服务生态链，未来将重点打造数字座舱、TSP 运营、车生活、

云平台及数据运用等五大核心平台，并衍生移动办公、娱乐休闲、生活服务、

信息交互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绿色智慧移动生活体验，连接并服务到每一位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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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在 130 年汽车发展的巨变下，有了互联网的突破发展，有了多种前瞻科

技的整合应用。上汽提出了新四化标准：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国

际化，荣威新四化刷新了全球出行的体验，让每一次出行都是登陆探索，让

数据产生服务，让服务主动找到消费者，让网车真正迈向智能互联车。作为

上汽集团新四化战略下对电动汽车的全新演绎，荣威 Ei5 凭借新造型、新空间、

新互联、新技术，为消费者带来了“新时代新车”的全新出行体验，同时为

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用户开启更多元、更环保、更智能的休旅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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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淮汽车或 JAC），是一家集全

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新

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

的先行者，江淮汽车 2002 年起就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2007 年实

现产业化研发，经过十年时间、七代技术、两代产品的迭代研发，现已形成

与国际先进汽车和技术公司接轨的产品正向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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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公司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6 月，目前已具备独立研发和

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混合动力汽车的能力，在西南地区可谓独树一

帜。2017 年 10 月 19 日，长安汽车发布了全新新能源战略——“香格里拉

计划”，将累计投入 100 亿元，加快新能源专属平台的打造以及新能源与智

能化的深度融合。在技术创新方面，计划新建 56 个实验室，投入 300 套新

能源专业设备。在产品方面，将聚焦用户痛点，打造“最安全、最便捷、最

智能”的极致体验新能源产品，到 2020 年，新能源全新平台产品将会上市。

包括高性能轿跑、跨界 SUV、轿车、SUV、微型车等覆盖各细分市场、满足

不同用户需求的产品。到 2025 年，将累计推出 33 款新能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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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于 2007 年投身于新能源产业 , 依托力帆集团的

雄厚资金、技术实力和完善的汽车工艺 , 逐步搭建起新能源产业研发、生产、

运营、销售体系。并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开发适销对路的新能源产品。力帆股

份发布了新能源战略—i.BLUE1.0, 全方位解析了力帆新能源产业的产品、运

营、服务发展方向 , 构建集互联网 +、智能汽车、能源互联网及金融服务于

一体的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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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众泰新能源汽车业务始于 2008 年，隶属于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品牌旗下的新能源板块，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作为中国最早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企业，近年来众泰新能源销量稳

步增长，累计实现销售超过 7 万辆，占全国新能源纯电动汽车总体销量的

18%，其中，2016 年众泰新能源销量突破 37，298 辆，占纯电动细分市场

的 15%，连续多年位列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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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宇通建成投产的新能源厂区占地 2000 余亩，建筑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已具备年产 30000 台的生产能力，成为中国客车行业最先进、

世界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客车基地。宇通给旗下的新能源产品带来了非常完备

的安全策略，在产品端，一些出现在高端乘用车的配置，均悉数出现在了新

能源客车上，比如我们熟悉的行人碰撞预警、前向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

警、车距监测警告、限速标志识别等等技术。2017 年宇通销售新能源客车两

万四千多台，可节省燃料消耗成本近 81 亿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351 万吨，

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相当于植树造林 5400 余公顷。截至目前，宇通已在全

国 273 个城市累计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将近 9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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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银隆于 2008 年正式进军新能源产业，公司自主研发的银隆钛系列电池

产品，攻克了业内公认的安全、耐宽温、快速充放电、寿命、产业化五大世

界难题，具有 6 分钟快充放、耐宽温（-50℃ ~+60℃）、30 年循环使用寿命、

不起火不爆炸高安全性、高效率等优良特性。2016 年 8 月，银隆新能源成

都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天府新区南区产业园，2017 年 7 月初完成项目

一期建设并试生产， 10 月 11 日实现首台“成都造”18 米纯电动 BRT 公交

车成功下线。2017 年底至 2018 年 1 月，银隆成都向成都公交集团陆续交付

了 499 台纯电动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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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整车制造、市

场推广和后市场服务，是西南地区新能源客车骨干企业之一。通过对研发创

新的持续投入 , 在氢燃料电池、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轮边驱动和全铝车身

轻量化等领域取得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核心技术，已研发出包括燃料电

池城市客车、纯电动客车、纯电动城市客车、纯电动机场摆渡车、纯电动厢

式运输车等产品平台，采用四大生产工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达

到年产 5000 台的生产规模。生产经营屡上台阶，为“四川造”和“成都造”

新能源汽车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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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借助绿然科技集团的技术优势和雄厚的资

金实力，针对纯电动客车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模式，精心为客户推出了以“四

个定制方案，三项服务承诺 " 为核心的一揽子营销方案，让产品真正做到更优、

更省、更便捷、更放心、更合适。其旗下的“峨嵋”牌客车用安全与舒适的

完美结合，彰显了“中国智造“”的精髓。为做车，做好车，做精品车，川

客人秉承“智造生活、奉献社会、再创辉煌”的经营理念，为成就汽车百年

经典，不断深化了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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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是吉利集团在西南地区

重要的新能源商用车研发生产基地。公司建有省级技术中心，坚持增程式动

力系统及甲醇动力系统为核心的技术路线，依托 VOLVO、吉利英国中试基地

技术资源，共享吉利集团研究院及吉利商用车研究院强大的技术基础能力，

成功开发出“远程”牌纯电动物流轻卡、纯电动客车和增程器产品。远程汽

车产品设计大气时尚、动力匹配顺畅、承载力强，防护措施完备，具有吉利

自主核心技术。甲醇发动机使用纯甲醇清洁能源，采用进气增压中冷、冷却

EGR 系统等多项先进技术于一体，具有高性能、低能耗、高可靠性、超低排

放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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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骏汽车）经过 

13 年的技术沉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成都成立。雅骏汽车已在

成都、武汉、太原、重庆、深圳、昆明、临沂等七个城市累计销售和运营 

5000 余台，建充电桩 3500 余个，成为京东、苏宁、顺丰、菜鸟、摩拜单车、

58 同城、新希望、舞东风等品牌客户的可靠伙伴。雅骏产品线覆盖轻卡和微

卡两个平台，涵盖纯电动厢式、仓栅式、冷藏车和环卫车，等功能车型，主

要用于服务城市物流，包括网点、配送站之间的城内支线物流。电动轻卡主

要解决“最后 1 公里”的城市配送，电动微卡解决“最后 100 米”的配送，

新能源环卫车主要应用于城市垃圾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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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鑫源商用车基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生产车型包括微客系列（金

杯 A7、金杯 A9、金杯小海狮）、单双排微卡（金杯 T20/ T22、金杯 T30/ 

T32、金杯 T50/T52）。2015 年年底，华晨鑫源更推出以华晨金杯海狮为

品质标杆打造的金杯新海狮，在空间、配置、动力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欲填

补微客与轻客之间的市场空白。华晨鑫源在新能源领域现在有三款产品，

X30LEV 纯电动物流车、X30LEV 多用途乘用车、T20EV，2018 年华晨鑫源

在 MPV 和轻微卡上还有两三款纯电动车产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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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众联能创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众联能创是一家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和电驱总成领域的创新企业，其技

术路线覆盖了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等各种技术路线，广泛应用于

新能源公交、城市客车、轻型客车、物流车等等。在本届展会上，众联能创

带来了最新的电驱动系统，该电驱动系统，经过其在设计方面的优化之后，

重量只有 95kg，是目前市场上其它电驱动系统重量的一半，同时体积是其

他普通电驱动系统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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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的建设、运营及互联

网的增值服务。特来电颠覆了传统充电桩的模式，世界首创了电动汽车群智

能充电系统，获得 336 项技术专利，以“无桩充电、无电插头、群管群控、

模块结构、主动防护、柔性充电”的特点引领世界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发展，

系统的鉴定结论为：“产品世界首创、技术水平国际领先。主动柔性充电对

电池寿命可以延长 30% 左右，电池充电的安全性可以提升 10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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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 科 士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致 力 于 数 据 中 心 关 键 基 础 设 施 产 品

（UPS、直流电源、精密空调、精密配电、蓄电池、网络服务器机柜、动力

环境监控）、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产品（光伏逆变器、智能汇流箱、防逆流箱、

直流配电柜、监控）、电动车充电系统产品（直流充电产品、交流充电产品、

监控系统等）、分布式储能产品的研发、制造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应用开发，

在全球市场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优质产品及全方位

服务，以创新动力不断引领行业发展。在电动车充电系统领域，科士达基于

新能源行业领先的研发实力及完整产业链制造基础，为用户提供包括充电系

统、配电系统、储能系统、测控系统、安防系统及太阳能产品在内的电动车

充电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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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6512）创立于 2000 年，

注册资金 5753 万元，位于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龙路 3777 号，

是一家集科研、设计、制造、销售、节能供电服务于一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经营智能微电网测控平台建设及软件开发、智能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智能箱式变电站、智能充电桩（站）、电动汽车充电站整体解决方案、智能

电网滤波优化装置以及防爆电气、防爆灯具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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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邦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智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邦科技）致力于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链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提供清洁能源汽车补给系统解决方案，研发、生

产和销售清洁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电能质量治理设备、储能设备等，投资建

设及运营维护清洁能源汽车充电站。是西部地区唯一一家入围国家电网公司

充电设施合格供应商的企业。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源动力，

旨在利用互联网 + 打通能源和互联网产业链，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

互联网综合服务商，促进能源经济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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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易租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易租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租通”）是一家专注新能

源汽车租赁业务的公司，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推广业务，探索新能源

汽车互联网运行推广的全新商业模式，并与重庆瑞驰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公司成立至今，已在全国开发新能源汽车租赁代理商 100 多

家，合作单位包含政府事业单位、快递物流业、食品运输批发等。灵活多变

的九大业务合作模式，合理的价格体系、专业的车辆管理与完善的服务保障，

易租通已成为众多用车客户的不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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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能源领域的互联网出行服务体系服

务商，公司的使命是致力于为全球提供极致性价比的安全出行服务，主营业

务涵盖新能源汽车整车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新能源网约车、共享汽车

平台的定制，无人驾驶技术研发，以及海外新能源市场的扩展等。北京清行

的产品战略是通过安全可靠的车身，先进的电控技术，智能驾驶技术和人车

互联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舒适、智能、便捷的出行服务。



51

高 峰 论 坛
把 脉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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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4 日，展会同期举办“2018 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会暨成都国际公交、物流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本次高峰论坛以“创新发展、开放共享”为主题，吸引了 500 多位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学者与新能

源汽车企业负责人参会，深入剖析新能源汽车行业代表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技

术创新等热点话题，加强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交流与合作。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会

暨成都国际公交、物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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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科技部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张景安

演讲主题
大会致辞

汪鸣

演讲主题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

新能源汽车与城市物流高质量发展

石俊杰

演讲主题

四川省电力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大会致辞

王华

演讲主题

四川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国网能源互联网下的储能应用实践

肖武

演讲主题

四川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会长

大会致辞

方海峰

演讲主题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和趋势分析

演讲嘉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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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要枫

演讲主题

成都银隆产业园—成都电池研究院副院长 

银隆钛-与绿色同行

吴孟强

演讲主题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动力电池的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彭忆强

演讲主题

西华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 院长

陆空混合智能交通工具：飞行汽车的关键技术

王振华

演讲主题

中植汽车研究院院长

中植汽车聚焦物流 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范永军

演讲主题

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应用促进会秘书长

新能源汽车创新与应用应死守商业本质

陈云贵

演讲主题

四川大学材料与汽车学院 教授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现状与未来

蔡云

演讲主题

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圈建设研究思考



专 业 观 众
引 爆 商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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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邀请了北京、上海、广州、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河南、海南等全国各地共 5.6

万人次专业观众在展会现场参观采购及商务洽谈，同参展企业交流最新产品信息。成都市新都区蓉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峨眉山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宜宾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西昌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易速物流有限公司、遂宁市物流行业协会、四川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成都市物流协会、绵阳市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雅安市快递协会、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乐山市邮政管理局、遂宁市

邮政管理局、绵阳市快递协会、自贡市快递行业协会、成都市快递行业协会等 113 家公交、客运、物流、

快递等行业企业、商协会组团莅临也为展会增色不少。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专业观众
数量突破5.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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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一）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二）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三）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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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五）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六） 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VIP参观团（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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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巴中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巴中市分公司

巴中市快递协会

巴中安顺物流速递有限公司

巴中申通快运有限公司

巴中市瑞可商贸有限公司

巴中市佳韵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达州市快递行业协会

达州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

达州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乐山快递行业协会

乐山市邮政管理局

自贡市邮政管理局    

自贡市快递行业协会 

遂宁市邮政管理局

遂宁市快递协会

遂宁市飞速快递有限公司

遂宁市全一速递有限公司

雅安市快递行业协会

雅安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雅安江池宅急送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速达盛丹快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恒远快运有限公司

雅安江池宅急送有限公司

雅安安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雅安市启翔速递有限公司

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四川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成都申通快递实业有限公司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蓉韵速递有限公司

成都西部中通速递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

通江县恒丰速运有限责任公司（申通）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参观团名单 （部分）

快 递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

成都市龙泉公交有限公司

成都温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区蓉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白江巴士公交有限公司

绵阳市公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绵阳市金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绵阳市公交豪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公路运输集团旺苍公交有限公司

宜宾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内江公交集团

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峨眉山市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裕兴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苍溪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公交客运总公司   

邛崃市普惠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市月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乐山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雅安蜀通运业公交分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市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汉中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市公共汽车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昭通公共交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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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元市朝天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广元市旺苍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昭化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苍溪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泸州高新区管委会

泸州市江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

新密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荥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华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物 流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四川省现代物流发展促进会

四川顺意通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威斯腾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岷江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传化物流

成都建工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伟俊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易速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中竞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物流协会

成都中竞物流有限公司

遂宁市物流行业协会

遂宁市船山物流港商会

遂宁市昊运物流有限公司

巴中市佳韵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雅安市全通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

政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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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会吉利商用车主要展示了纯电动物流车、纯电动冷藏车、纯电动垃圾车。

吉利商用车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舒适性和轻量化，要用做乘用车的观念做商

用车。坚持“快乐人生，吉利相伴”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提供最经济、最环保、最安

全的新能源车及动力产品为目标，为实现“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的美丽追求而奋

斗。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西南大区经理 冉从祥

这次展会组委会不仅邀请了绵阳出租车协会等众多专业采购团，还邀请了众多国

外专业观众，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还特地到我们展位了解长安新能源汽车。展

会的展示效果很好，希望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越办越好。

长安新能源汽车四川首家授权经销商总经理 尹雄飞

银隆成都目前是成都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客车生产厂商，所以参加此次成都国际新

能源车展我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组委会邀请了很多的公交集团到展会参观洽谈，我

们展示的效果很好。

银隆新能源成都产业园销售总经理 甘林

此次参展我们主要是发布全新氢燃料电池客车，展示中植一客重点产品。展会上

很多参观团对氢燃料客车都感兴趣，我们也是收获满满。预祝第五届成都国际新能源

车展圆满成功！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润

此次雅骏不仅在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上展示最新的产品，还参加组委会同期举办

的2018成都国际公交、物流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与来自全国各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政

府领导、专家学者、商协会、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技术和产品，我们

觉得受益匪浅，感谢组委会！

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范永军

展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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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价：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此次我们组织了全省21个市州下属单

位组团参观。展会的专业性也让大家都收获满满，来年我们可以和组委会达成更深入

的合作。预祝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越办越好！

四川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 邓绍连

很高兴受邀参加成都第四届新能源汽车展及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峰论坛，本次展会

专业化程度很高，在展会上也看到了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参加这个展会很值得，期待

明年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绵阳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会长 肖凯川

我们乐山市道协出租汽车客运专委会组织所属8家出租汽车公司，受邀参观了由

振威展览股份举办的2018成都国际新能源汽车展。通过参观我们感觉展览举办的很

好，对我们以后选择新能源车辆作为营运车辆很有启发和帮助。希望2019年展会能有

针对新能源出租汽车行业的专门展台。

乐山市道协出租汽车客运专委会秘书长 黄勤

本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为参展的各个单位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平台，协会

多家会员单位参加了此次展会，展会专业且隆重，搭建了一个汽车同行业之间和上下

游产业链交流的平台，效果非常好，期待下一届展会再次参加。

四川省汽车产业协会执行副秘书长 郝世强

这届展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预示着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从蓬勃发展阶段逐

渐走向发展成熟阶段。较之以往，此次展会规模空前，专业化程度更高，参展企业更

具实力，展出产品更丰富，是成都市物流协会和振威展览股份共同打造的全国最大和

最具有代表性的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双方紧密协作下，展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期待

更加深入的合作，将展会做强做大！

成都市物流协会秘书长 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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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展品种类齐全   
专业观众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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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威 媒 体
深 度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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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颇具品牌影响力的展会，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得到了新华社、

中国新闻社、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中国网、新浪、网易、腾讯、搜狐、四川日报、成

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广播电视台、成都广播电视台、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中国汽

车报、中国客车网、中国客车信息网、电动汽车资源网、中国新能源汽车网、中国能源报等

百余家媒体的聚焦报道，吸引了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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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国内外知名合作媒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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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国家级  

新闻标题：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四川客车亮相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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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国家级   

新闻标题：“四川造”新能源汽车亮相成都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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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国家级  

新闻标题：第四届成都国际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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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省级

新闻标题：“四川造”新能源汽车集中亮相第四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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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省级

新闻标题：“四川造”客车亮相第四届成都国际电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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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电视媒体

新闻标题：新能源汽车展“四川造”城市客车受关注



81

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电视媒体

新闻标题：新能源汽车展开幕  绿色出行逐渐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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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电视媒体

新闻标题：不费油、不限行！到第四届新能源车展上看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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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电视台公共频道
发布日期：2018-05-04
媒体类型：电视媒体

新闻标题：新能源汽车展览会  人气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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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资源网
发布日期：2018-05-05
媒体类型：行业媒体

新闻标题：这几家企业在成都新能源车展都有新动作



85

中国电动汽车网
发布日期：2018-05-07
媒体类型：行业媒体

新闻标题：第四届成都国际新能源车展5月4日隆重召开，113个专业参观团共                                                                    
-                21000人次参观采购            



86

中国客车信息网
发布日期：2018-03-30
媒体类型：行业媒体 

新闻标题：120家公交物流集团齐聚成都——中西部最大新能源车展5月4日举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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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展 会 预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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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昆明国际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 
2018.8.3-5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km-ddc.com   

第三届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车展览会 
2018.10.19-21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hk-eve.com   

2018四川国际充电站（桩）技术设备展览会
2018.5.4-6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http://www.scdl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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