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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领·未来

2020
第十六届北京
国际汽车展览会
2020 16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Exhibition 



      北京国际车展（Auto China）自1990年创办以来，每逢双年在
北京举行，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15届，成为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Ａ级车展，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展示、发布及贸易平台之一，是国
际汽车业界具有品牌价值，中外汽车界在中国每两年一次的重要活动。
      
　　2020北京车展将以”智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中外汽车行业
当下前沿的技术与产品，聚焦智能网联、轻量化等新技术与传统汽车
工业结合所带来的创新产品，多角度向观众呈现全球汽车行业在产品
升级、品牌升级、产业升级和出行模式等多方面的创新理念和成果。
引导人们对未来汽车生活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执行单位：



       未来已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下，

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汽
车“新四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由此前的概念逐
渐转入实际应用阶段。
      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汽车与科技的
一场盛会。“未来出行”展区静安庄七号馆、六
号馆（附平面图蓝色区域），2020更是成为车
展的重要板块，行业关注的焦点。这个展区聚集
了智能网联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驾驶技术、
5G通信、人工智能、地图与定位等企业，将集中
展示在各自细分领域的前沿科技与产品，解锁未
来出行之路。
       在「未来出行」展区，参展观众即将看到全
球顶级零部件供应商、车联网、自动驾驶解决方
案、传感器（包括芯片、激光雷达、高精地图、
高精定位）等领域的知名公司共同演绎汽车未来
发展方向。4月23日亚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论坛，
大咖云集，共话汽车科技行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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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媒体              2020年4月21至22日1

 专业观众参观日     2020年4月23日至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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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参观日           2020年4月25至30日

 零部件（老馆）     2020年4月21至25日

2020北京车展日程安排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0 名记者

展览面积超过

230000 平方米

参展企业

1600 余家

    参 观 人 次 达 到   
   900000 人次

展出车辆

 1179 台
来自全球14 个
国家和地区



智能汽车 智慧出行

智能交通产业 汽车智能网联 新能源产业 氢能源产业 关键零部件

5G通讯产业人工智能产业 互联网产业



内地企业：CNY 1800 /平方米

境外企业：USD 360 /平方米

室内空地 Indoor spaces 标准展位 Standard booth

内地企业：CNY 2000 /平方米

境外企业：USD 360 /平方米

空地展台（36平方米起租）不包含任何设
施，展商自行搭建其展台，展台搭建方案包
括搭建材料、搭建公司资质等资料须在
2020年2月10日前一式三份递交至组委会以
便提前获得消防及相关方批准。

租用空地 To rent bare space
（9平方米起租）包括展台内铺设地毯、中英文公
司楣板、两盏镭射灯、220V电源插座、洽谈桌、
两把折叠椅。参展商可在此标准配置的展台基础上，
向大会指定总搭建商申请更高标准的展台升级配置，
所增加的费用由展商向总搭建商自行支付。

标准展位 Standard booth 



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关注和参与北京车展，全球领先的互联汽车科技在这里集中展示。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行业共同关注的热点，也是北京国际车展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里聚集了包括汽车厂商、Tier 1供应

商、网络运营商和设备商、芯片和模组厂商、互联网公司和行业组织在内的完整生态圈。



4/23 中国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老馆

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会

广东寰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纵横汽车网

广东寰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ACVIACVI



         随着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各种竞争日趋白热化，智能引领发展成
为必然。因此，2018年由广东寰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GIE）、亚
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会、中国汽车纵横网共同组织，中国机械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第一届亚太智能网联创新产业高峰论
坛”在北京静安庄馆隆重举行。2020第二届将继续以“智能-创新-
引领-未来”为主题，集结整车、零部件、互联网、通信、金融、保
险、投资机构、科研院所、政府单位等全产业链企业、单位及专家
代表共襄盛举，共话智能网联汽车，全面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放歌中国汽车行业发展新时代！
       此次论坛亮点鲜明：将围绕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从国家政策
的权威解读、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化、智能化产品的广泛应用等诸方
面的热点话题、焦点技术展开论述。论坛将为与会者提供结识智能
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所在产业领域的
核心企业地位；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向大
多数目标客户展示最新产品或服务；为企业提供更多与客户和同行
广泛交流的机会通过搭建汽车、IT/互联网、通信和交通多产业技术
交流互动平台，作为政策风向标、领先技术展示窗、产业融合加速
器，为政府、产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交流平台和信息参考。



会议议题

注：名单为拟邀议题，会务组保留调整和修改的权利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现状

自动驾驶发展及产业应用

自动驾驶环境感知、高精度地图、
驾驶决策算法

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测试与评估

聚焦ADAS与Sensor核心技术，探索
自动驾驶产业实践路径

智能座舱整体解决方案

L4、L5级自动驾驶技术创新

 V2X、智能网联交通与信息安全

运营商与车联网平台打造及业务运用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汽车视觉等传感器技术

中国智能汽车最新政策、标准解读和
产业分析

5G通信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的协同发展



拟邀嘉宾

注：名单为拟邀名单，会务组保留调整和修改的权利

· 北汽集团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陈平

·  北汽集团前瞻研究院 副院长 荣辉

·  吉利集团新业务战略规划部总监  刘景林

·  东风汽车智能网联前瞻研究   别韦苇

·  蔚来汽车  张洋

·  奇点汽车CEO 沈海寅

·  威马汽车创始人    沈晖

·  中国工程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李德毅

· 清华大学教授、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克强

·  华为  首席专家 周铮

·   腾讯公司副总裁     钟翔平

·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会会长，香港国图顾问CEO吴永辉

·  日本电装 （DENSO）中国部  首席专家 刘正博士

·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    程维

·   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   辛克铎 

·  Deepmotion  创始人兼CEO  蔡锐 

·  智加科技技术副总裁   付强

·  地平线市场拓展与战略规划副总裁   李星宇

·  Momenta ai CEO 曹旭东

·  AutoX 创始人兼CEO  肖健雄

·  文远知行 CEO  韩旭  

·  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王嗣翔

·  科大讯飞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刘俊峰

·  魔视智能科技CEO博士   虞正华

·   首汽智行Gofun CEO 谭奕

·   Face car  CEO  朱佳明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会会长
香港国图顾问CE0吴永辉

奇点汽车 合伙创始人 季申

科大讯飞 产品总监 邢猛

森思泰克 总经理 秦屹

中兴通讯汽车电子 
副总裁  田锋

吉利集团 
战略规划部总监  刘景林

中国汽车研究中心CIIA智能网
联信息安全实验室工程师 

赫炎

首汽GO FUN技术负责人 
高级技术副总裁 晏科文

注：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景驰科技（文远知行） 张振林 Cohda Wireless 
中国区业务总监 原树宁

驭势科技 邱巍博士华砺智行 创始人 邱志军博士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顾问 
李箆霞

地平线市场拓展与战略规划 
李星宇

原中国电信
上海工程师 陈江山 KUS集团智能网联 

副总经理  陈明宗
注：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  车企

·  智慧交通

· 人工智能

· 出行及互联网+服务

· 定位及地图技术

· 政府相关人员

22% 19%

10
%

8%

39
%

参会嘉宾公司类型

12
%

北美1%

亚洲95%

欧洲2%

非洲＜1%

中东＜1%

拉美＜1%
职务级别

13% C级高管

高级工程师  行业专家

 副总裁 总监/主管

大学教授

15% 28%

4%18%22%





支持赞助

· 作为赞助商，展会前、现场和展会后面向众多顶级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品牌推广与宣传将对您大有裨益。
· 展会期间您可携带员工到峰会现场参观交流。

· 9平米标准展位      · 高峰论坛演讲15分钟       · 展览会刊    

· GIE官网和公众号宣传    · 北京车展门票5张

 · 18平米标准展位              · 高峰论坛演讲15分钟        · GIE官网和公众号宣传       

 · 在会议背景板、挂牌广告   · 企业领导专访    · 北京车展门票10张   · 展览会刊

 · 36平米标准展位           · 高峰论坛演讲20分钟           · GIE官网和公众号宣传      

 · 会议背景板、挂牌广告     · 企业领导专访     · 亚太智能网联汽车协会官网
 
 · 中国汽车纵横网免费宣传     · 北京车展门票15张     · 展览会刊    · 论坛冠名

· 手提袋广告 · 会议饮用水广告 （注：仅限一家）



AUTO CHINA 2020期待您的参与！

电话：020-84985909       020-29826558
邮箱：topair@topairexpo.com
http//www.hqexpo.cn  

       中国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2020年4月21-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