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是国际一流的行业盛会，聚集全世界氢能与燃料电池

技术的开发者、燃料电池汽车制造商、氢能燃料电池领域投资者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

旨在加强跨氢能及燃料电池整个产业链的全球合作，共同促进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商

业化发展。 

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FCVC 2018）将于 2018年 10月 23-25 日在

中国江苏省如皋市举办。 

自 2016 年起，大会每年由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筹）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共同

举办。2017年的第二届大会吸引了共 1126 名参会者，亮点包括： 

 53名重要演讲嘉宾 

 376名来自超过 2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企业高管 

 16个参展商展示了其最新产品和技术 

 现代 FE（Nexo 量产前样车），丰田 Mirai 和本田 Clarity 首次在大会亮相并提

供试乘试驾，同时提供试乘试驾的还有上汽大通 FCV80 和上汽荣威 950。 

除了 2017 大会的深受好评的四个分会场，2018 年

大会将添加一个新的分会场“市场与资本投资”，

以便更好的为氢能及燃料电池的开发者、企业家

对接全球资本和市场。目前大会开始征集创新企

业和创新产品，有意向的公司及个人可与大会组

委会联系，截止日期至 2018年 6月 30日。经评

比选出的公司及个人将被邀请在“市场与资本投

资分会场”向世界知名投资基金和企业做介绍。评选

标准将是基于候选者的技术性、经济性和商业模式。 

如皋是坐落于长江边的一座古城，位于上海西北面约 180 公里。国际氢能与燃料电

池汽车大会的主办方将在附近的四个机场和两个火车站提供免费的巴士接送服务（包括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南通兴东国际机场，扬州泰州机场，上海虹桥

火车站及南通火车站）。 

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在线注册将于 2018 年 3 月份开始开放。目前

大会组委会已经开始接受展览意向洽谈。如果您的企业有意愿参展，请参见以下联系方

式。 

会议联系           参展联系 

葛莹莹/崔晓彤          李顺虎  

邮箱：geyy@sae-china.org/cxt@sae-china.org      邮箱：lishunhu@sae-china.org 

电话：+86 (10)5095 0118       电话：+86 (10) 5095 0027 

网址： www.fcvc.org.cn  

主办单位： 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筹）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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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初步日程、注册费用、技术与

文化参观计划（可选项）及会议缴费信息 

1) 2018 年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大会初步日程（地点：如皋） 

10 月 23 日 星期二 全体大会 

上午 主办单位和政府嘉宾致辞 

主旨演讲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万钢博士） 

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成立仪式 

中国氢燃料电池商业进程最新介绍 （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衣宝廉院士） 

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发展情况 （清华大学 欧阳明高院士） 

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氢能燃料电池商业化发展的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美国能源部、欧洲、英

国、韩国政府组织及中国地方政府等） 

自助午餐 

下午 可持续和多样化能源组合-氢能发展蓝图（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法国液化空气、法国 Engie、

日本川崎等） 

燃料电池汽车全球最新发展（戴姆勒、丰田、本田、现代、奥迪等） 

领袖论坛：氢能燃料电池领域的全球合作以促进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发展（清华大学李

骏院士、英美资源、壳牌、上汽、巴拉德、长城、米其林等） 

晚 餐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分会场 A,B,C,D 

上午 分会场 A: 氢能燃料电池技术市场化应用 

国内燃料电池汽车的最新发展（上汽、东

风、宇通等） 

欧洲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大众等） 

氢燃料电池在轨道和航运领域的应用（法

国 阿 尔 斯 通 、 青 岛 四 方 、 加 拿 大

Hydrogenics 等） 

氢燃料电池其他领域应用（韩国斗山等） 

分会场 B：氢能与基础设施 

氢气规划与展望，包含氢气制取、储存、运输及

加注（德国林德集团、中石化、中石油、美国空

气化工、日本岩谷、德国 Hydrogenious、英国

ITM、挪威 Nel Hydrogen 等） 

可再生能源制取氢气及市场前景（同济大学、

德国蒂森克虏伯、河北电投集团等） 

工业副产氢资源现状及市场前景（待定） 

中国液氢市场化可行性分析（待定） 

自助午餐 

下午 分会场 C：燃料电池堆和关键零部件 

国内外最新燃料电池技术与发展（巴拉

德、瑞典 PowerCell、新源动力、重塑能

源科技等） 

最新双极板技术进展（待定） 

最新质子交换膜技术进展（美国 3M、德国

BASF等） 

空压机及氢循环泵（待定） 

最新催化剂技术发展（英国庄信万丰等） 

分会场 D：标准、法规及检测技术 

氢燃料电池汽车和燃料电池的标准法规(欧洲

相关机构及国内大学研究机构) 

氢基础设施标准法规（日本 NEDO等） 

能源排放和能效（美国阿岗实验室等） 

燃料电池检测技术（奥地利 AVL List 等） 

IV 型瓶安全、测试和测量(挪威 Hexagon 等) 



 

晚 餐 

10 月 25 日 星期四 分会场 E 和 试乘试驾 

上午 分会场 E：市场和资本投资 

全球投资洞察与展望（投资代表） 

氢能示范城市产业与投资机会介绍（地方政府） 

初创企业最佳实践与经验分享（初创公司代表） 

初创企业项目路演（优选的初创企业） 

自助午餐 

下午 试乘试驾 

2) 大会注册费用 

类别 
提早注册费用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 
基础注册费用 

普通参会人员 3000 元 3500 元 

会员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与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 
2800 元 3300  元 

注：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成员理事单位及以上级别 享受两个免费注册名额 

3) 可选项：技术与文化参观 初步日程（地点：上海和苏州） 

 时间 10 月 26 日（五） 10 月 27 日（六） 

上 午 
技术参观: 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海

汽车工业集团 

技术参观: 苏州研究院 (清华大学) 

下 午 文化参观: 苏州园林 

晚 上 文化参观: 上海外滩之夜 
  

注： 技术与文化参观可选项预计为 2000 元/人。 

4) 会议缴费信息 

 请登录大会官网进行注册和交费，大会网址：http://fcvc.sae-china.org 

 如会前缴纳会议注册费，请在线缴费或汇入以下账号： 

 现场缴费者请提前填好会议发票及邮寄信息表并打印带至报到现场； 

 会议发票均以邮寄方式发出，会议报到现场无法开具发票； 

 在线注册过程中请填写正确的发票信息，请提前与贵方财务确认发票信息（开具发票者请提

国内支付（仅限人民币）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号：0200 0036 0908 9072 309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支付备注：FCVC+参会姓名（或注册号） 

海外支付（仅限外币）  

开户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Swift:银行代码：BKCH CN BJ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100818）  

账号：778350040984  

支付备注：FCVC+参会姓名（或注册号） 



 

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认定书或含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字样的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纳税人识别号；单位地址、财务固定电话；开户行全称及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