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文件 
中汽学服【2019】105 号 

关于举办“智能网联汽车新型专业人才高峰论坛” 

暨“首批师资水平认证工作启动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企事业单位： 

随着国家三部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关于《汽

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装〔2017〕53 号）及工业和信息化部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工信部科〔2018〕283号）

的颁布，智能网联汽车已被列为我国重要发展的战略产业。智能网联汽车

是国家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重要突破口，在重塑国家汽车产业

生态、推动国家创新、提高交通安全、实现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国务院《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精神，为了更好地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持，解决人才瓶颈问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将联合多家单

位在 5 月 29-31 日的“2019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上共同举

办“智能网联汽车新型专业人才高峰论坛”暨“首批师资水平认证工作启

动大会”。来自政府、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等业内知名专家将在高峰论坛

上就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新型专业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2、联合主办：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3、承办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 

苏州清研车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高峰论坛概况 

时间：2019年 5月 31日 8:30-15:30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主题：开放、融合、创新 

议题： 

1.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2.智能网联汽车新型人才供给中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3.汽车技术人才培养创新思考； 

4.智能网联测试技师需求与发展空间； 

5.“双高计划”下的智能网联汽车专业群建设； 

6.“职校加课”工程——课程标准方案； 

7.基于“1+X”制度建设的师资水平认证； 

8.沙龙：产教融合创新，加快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人才痛点； 

 



 

三、参加人员 

1.本科及职业院校领导、老师 

2.相关车企 HR或企业大学负责人 

3.从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新型专业人才培养的单位负责人 

 

四、相关费用 

费用标准：1200元/人（含午餐与会议材料，不包括交通、住宿费），

会员及院校老师优惠价：600元/人。由主办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统一收

取并出具发票。请将会议费用提前汇至以下账户并注明“智能网联人才高

峰论坛费”。如有报名参加“2019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的会

员及院校老师，通过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李标老师报名可享受 8折优惠，

即 4000元/人*80%=3200元，且免费参加“智能网联人才高峰论坛”和“智

能网联汽车师资水平认证工作启动大会”。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账    号：0200 0036 0908 9072 309 

 

五、报名须知 

1.学员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费用由酒店统一收取并出具发

票。 

2.本次论坛不安排接送站，请各位参会代表自行前往报到酒店，交通

提示详见附件三。 

3.请各单位认真研究，选派合适人员参加论坛，并填妥附件的报名回

执表，于 05月 24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我会联系人李标老师处。 



 

六、住宿预订 

组委会为代表推荐了酒店。请致电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名义预

定酒店，或登录 2019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官网，点击“交通

住宿-酒店预订”页面预订，酒店信息请参见附件三或官网。费用自理。 

七、组委会联系方式 

李  标 老师：010-50911083，151-0102-0742，libiao@sae-china.org 

乐启清 老师：010-50911072,166-0116-7137, znwl@sae-china.org 

 

附件一：智能网联汽车新型专业人才高峰论坛日程 

附件二：智能网联汽车师资水平认证工作启动大会日程 

附件三：推荐住宿酒店及交通 

附件四：参会回执表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一：智能网联汽车新型专业人才高峰论坛日程 
 

时 间  内 容  嘉 宾  

08:30-08:45 代表签到 全体参会代表 

08:55-09:00 领导致辞 主办单位 

09:00-09:20 职业教育政策与变革 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李怡民 

09:20-09:40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发展新格

局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闫建来 

09:40-10:00 
新生态下中国汽车智能网联研发

人才发展研究 
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

业委员会研究部主任 刘义 

10:00-10:20 
 

车辆工程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副

院长 杨福源教授 

10:20-10:40 “职校加课”工程:《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概述》课程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妙然博士 

10:40-11:00 智能网联测试技师需求与发展空

间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研

发中心副主任 陈涛博士 

11:00-11:20 茶歇 

11:20-11:40 
“双高计划”下的智能网联汽车专

业群建设思考——以北京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为例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汽车技术服务系主任 吕江毅

副教授 

11:40-12:30 
人才沙龙：产教融合创新，加快

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人才痛点 
嘉宾名单及详细资料见下面 

12:30-13:30 午餐-部分会议代表，结束返程 

  

 高峰论坛联合主席：徐念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 

（负责茶歇以后的主持） 

                    王东兵，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云教育中心主任 

                              （负责茶歇以前的主持） 

 人才沙龙邀请嘉宾： 吴志勇，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管理 

部总监 

                   李治国，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处处长 

                   戴一凡，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智能网联中心主任 

                    陈涛，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研 

发中心副主任 

王冠桥，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汽车行业分  

析师 

庞  勇，上海瀛之杰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二：智能网联汽车师资水平认证工作启动大会日程 
 

 

 

13:30-14:10 

 

基于“1+X”制度建设的师

资水平认证工作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

究所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14:10-14:20 

 
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

合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增

补仪式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 

究院有限公司 

 

 

14:20-15:30 

 
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

合创新示范基地(试点)评

选工作详解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 

究院有限公司  

15:30- 离会   

 

 

  



 

附件三：推荐住宿酒店及交通 

1、住宿预订 

酒店名称 星级 地址 预定方式 

全季酒店 (北京亦

庄开发区店) 
☆☆☆☆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定街 18 号  

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

名义预定享受协议价。 

北京丰大国际大酒

店 
☆☆☆☆☆ 

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荣华中路 20 号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

酒店 
☆☆☆☆☆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技术开

发区荣华南路 15 号中航技广场 

10 号楼 ，近同仁医院（南区） 

 

注：组委会为参会代表推荐以上酒店，住宿费用均自理。 

如组委会推荐酒店预订满，可选择地铁亦庄线沿线酒店，会议期间在地铁亦庄线荣昌东街站 B1 出

口出站，沿宏达南路东南方向步行约 398米到达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西 2门。 

 

2、会场交通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荣昌东街 6 号

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40km 

距北京南苑机场：15km 

距北京西站（火车站）：30km 

距北京站（火车站）：21km  

距北京南站（火车站）：20km 

 

 

 

 

 

 

 

 

 

 



 

附件四：参会回执表 

发票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税号  电话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邮编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手   机 邮   箱 

       

       

       

住宿要求 双人标间    间/    个床位/单间        间 □  自行安排住宿 

入住时间 5月      日 离开时间 5月      日 

备    注 （如有请填写） 

注： 1.请将以上回执填妥后于 5月 24日 17:00前发送至 libiao@sae-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