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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4月13-14日
地点：广州

广州国际新能源汽车智能
制造展览会暨高峰论坛2022



展示面积

10,000m2+

专业观众

12,000+

赞助企业

350+

演讲嘉宾

180+

专业会议

15+

在 “双碳” 目标带动下， 中国坚持走绿色、 低碳、 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愈发关键。 随着市场需求的升温， 传统整
车、 互联网和零部件等企业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 推动了技术的改进与革新。 同
时数字化转型升级、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完善等问题成为部分
企业的难点。

为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SKC 子申商务举办 “2022 广州国际新能
源汽车智能制造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旨在打造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核心， 具有
国际影响力及前瞻性的技术交流与产品展示平台。 聚焦新能源汽车设计与研发、 智能制
造、 数字化工厂、 新能源三电系统、 车身工艺、 芯片和软件安全等应用解决方案。
汇聚全球汽车整车厂、 动力总成、 三电系统、 汽车电子、 底盘与内外饰件、 Tier1/2
供应商等 12,000+ 行业决策者及研发技术人员。 本次活动将于 2022 年 4 月在广州召开，
期待您的参与！



MEETING PLAN会议计划

2022第四届中国汽车智能制造论坛（主论坛）
2022第四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技术论坛
2022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智能制造技术论坛
2022第四届车身轻量化工程及连接技术论坛
2022第二届汽车总装智能制造技术论坛
2022第二届汽车涂装智能制造技术论坛
2022智能汽车电子技术论坛
2022智能网联与无人驾驶技术论坛
2022智能汽车信息安全论坛

350+ 三电系统、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汽车电子、零部件等企业
4大主题展示区

数字化工厂
车身工艺智能制造
三电系统智能制造
零部件智能制造

CEO闭门峰会
定制化参访
珠江游轮VIP品酒会

论 坛

展示区

特色活动



零部件智能制造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电系统智能制造
推动产业高速发展

车身工艺智能制造
未来车身智造

数字化工厂
驱动企业转型升级

主题展示区
聚焦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

焊装产线集成、涂装产线集成、总装产线集成、机

器人应用、激光焊、铆接、点焊设备、测试测量与质量

控制、表面处理、密封涂胶、喷涂、环保设备、输

送、立体库、AGV、拧紧及装配技术、传感器、

机器视觉、搬运、码垛、启动设备等。

内外饰件、电池包、电池托盘、底盘、座椅、排气

系统、天窗与门锁、汽车电子、部件清洁、焊接及标

识、部件成型、喷涂及密封、点胶、涂胶技术、装

配与测试、输送、立体库、AGV、测试测量与质

量控制等。

动力电池智能产线、电机装配与测试、电控系统、

轻量化技术、机器人集成应用、智能物流、AGV、装配

与拧紧、点胶、涂胶技术、激光应用技术、机器视

觉、测试测量与质量控制、氢能设备、电池材

料等。

新能源汽车数字化工厂规划、产线集成、数字化软

件、可视化管理、机器视觉、数据采集、信息化和共享

化、生产过程管控、柔性化生产、灵活供应链体

系、虚拟仿真、质量检测、智能输送系统等。



展位效果图

9m2展位规划图 18m2展位规划图

36m2展位规划图 100m2+展位规划图

CHANCE

会议计划
打造国际化、专业化技

术交流与产品展示一站

式解决方案平台

10,000 m2+的超大展

示平台，充分展现企业

产品及应用解决方案

8 0 0 + 商 务 配 对 机 会 ，

与专业用户面对面交流

4种自选展示面积：

9m2、18m2 、36m2、

100m2+（限定），满

足不同的展示需求

多种展示机会

*以现场实际搭建为主



ENTERPRISE USER部分参与用户往届赞助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历届部分演讲嘉宾

广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车身二工厂 高级经理

广州鹏辉新能源
一次电池事业部总工程师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规划技术科科长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能源系统室，主任

吉利汽车 
ME中心涂装部部长

广汽本田
涂装树脂管理科科长

广东省新能源
汽车产业协会 秘书长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新车准备技术部部长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
DT科科长

北汽集团新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

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红旗繁荣工厂
专务总监

广汽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第十一事业部技术中心尺寸专家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制造工程部，车体技术经理

威马汽车
制造应用系统IT高级总监

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工程
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城汽车生产技术开发中心
智能制造项目组 项目经理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中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室主任

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SZD/PACK设计三部商用车产品线

总监&PACK设计三部经理

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Pack开发所总监

天津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电池产品研发总监

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电池开发部总监

广州鹏辉能源股份公司
鹏辉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佛山天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中心总监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总工程师

*排名不分先后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事业部高级方案解决工程师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汽车产品业务总监

斯坦德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客户中心生态官

浙江凯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伏能士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焊接技术业务部系统支持技术经理

广州市斯睿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州中新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工程部，涂装工艺工程师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应用部，经理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营业技术部，测量解决方案技术工程师

汉高（中国），汽车OEM
亚太技术管理总监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新能源行业经理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部新能源汽车行业经理

3M
研发中心专家

孚罗里西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泄露测试部经理

广州华德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质量解决方案应用经理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总监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焊装线产品中心 总经理

马头动力工具
市场部行业主管

未来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德派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广汽荻原模具冲压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区汽车整车业务单元数字化负责人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优傲机器人汽车大客户经理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加装配部部长

固瑞克
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历届部分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特色活动ACTIVITIES

珠江游轮VIP品酒会

邀请新能源汽车制造工程及
配套产业的技术专家及供应
商代表出席， 旨在以自由
商务交流形式为主的酒会。
同时设立颁奖环节， 由主
办方邀请行业协会代表或行
业大咖进行现场颁奖， 已
感谢对新能源汽车制造行业
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 本
次酒会人数约为 600 人，
参与活动者均由主办方特
邀。

定制化参访

在 数 字 化 升 级 的 大 潮 下，
部分工厂已逐渐完善数字化
进程。 对于处于转型关键
期或初期的企业， 借鉴和
参考大厂的经验能有效的加
快自身的转型进程。 基于
此， 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
新能源汽车行业数字化升
级， 提高产业链上下游的
智能制造进程， 主办方将
在本次 “2022 广州国际新
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展览会暨
高峰论坛” 期间， 定向组
织观众前往企业进行参观交
流。

CEO闭门峰会

邀请国内外整车及零部件企
业的技术领袖、 战略专家
就企业在研发、 生产、 管
理、 营销等维度数字化转
型阶段的痛点、 难点以及
解决思路充分交换思想 ；
就如何构建统一数据生态、
如 何 保 证 各 类 数 据 安 全、
如何提升数据变现能力等方
面形成共识。 共同探讨并
实现车辆生命周期大数据闭
环应用， 助力企业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 助力中
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



EXHIBITION
AREA SPONSORSHIP展示区赞助

直径 1 米， 贴于展示区通道内

地贴
3,000/组

展馆户外广告大牌，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户外广告大牌
20,000/块

现场围挡张贴企业海报

现场海报张贴
3,000/组



CONTACT US联系我们

官方网址：
http://www.skcexpo.com

联系邮箱：
avery.yu@skcbiz.com

联系电话：
86-21-58951796

主办单位：
上海子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官方微信二维码CO
NT
AC
T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