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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邀请参加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创新大会 

暨 2020 年标准化工作会议的函 

 

各有关单位： 

当前，“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叠加交汇带动全球

汽车产业进入百年未遇的大变革，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对汽车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需求，团体标准逐渐成为我国构

建新型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以行业和创新需要为目标，积极推动新兴技术和基础共

性技术领域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截至目前在新能源汽车、智

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累计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13 项并得到广泛

应用。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精神，推动团体

标准在汽车领域壮大发展，我会拟定于 2019 年 12 月 26-27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创新大会暨 2020 年标

准化工作会议”，会议将全面总结 2019 年各项工作并重点对

2020 年工作进行部署动员，诚挚邀请您拨冗出席，具体事项

如下： 

一、 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2 月 26 -27 日； 

地点：北京万寿宾馆（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 

二、 参会人员 

会议拟邀请标准化相关部委领导、CSAE 标准化工作委

员会委员、CSAE 标准专家组委员，以及汽车企业、研究机

构、检测认证机构及相关单位的技术人员和标准化管理人员

等。 

三、 会议报名及费用 

会议将收取会议费（含资料费、餐费，2019 年新发布标

准文本等，不包含交通住宿费），学会个人会员：900 元/人，

非会员：1200 元/人。CSAE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CSAE

标准专家组委员免收会议费。 

参会报名及缴费： 

线上：登录 https://www.bagevent.com/event/6222949 报名

及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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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创新大会暨 2020 年标准化工作

会议日程（拟）

12 月 26 日下午

13:00-20:00 会议报到
地点：北京市万寿宾馆A座一层大厅

14:00-17:0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
（闭门会议）

地点：北京市万寿宾馆A座二层万寿厅
17:30-20:00 晚餐

12 月 27 日上午：全体会议
会议主持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侯福深
地点：北京市万寿宾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

9:00-9:05 会议介绍

9:05-9:30 2020 年国标委推动团体标准化工作要点介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9:30-10:00 2019 年度 CSAE标准化工作总结及 2020 年工作计划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标准部部长 赵立金

10:00-11:00 CSAE标准应用典型案例分享
-《汽车工程师能力标准》国际互认
-《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性能要求和试方
法》示范应用

- 《车联网数据采集要求》示范应用
-《乘用车整车轻量化系数计算方法》示范应用

11:00-11:20 团体标准国际化路径思考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IEC/CISPR 副主席 郑军奇

11:20-11:30 表彰
-2019 年度 CSAE 优秀标准项目

11:30-11:50 总结讲话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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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1:50-12:00 会议总结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进华

12:00-13:30 自助午餐

12 月 27 日下午：专题会议

分会场一：2020 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标准项目启动及研讨会
主持人：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研究总监 李乔
地点：北京市万寿宾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南厅

13:30-13:35 会议致辞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副秘书长 公维洁

13:35-14:00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测评白皮书》发布解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秦洪懋

14:00-14:20 智能网联汽车团体标准体系规划及编制情况介绍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陈桂华

14:20-15:20 自动驾驶地图与高精度定位标准项目启动及研讨

-《基于卫星地基增强的车辆定位技术要求》

-《自动驾驶地图动态信息数据交换格式》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注：各标准项目汇报 25 分钟，互动交流 10 分钟）

15:20-15: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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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50 V2X 技术标准项目进展及规划介绍
-百度
- 大陆汽车

16:50-17:00 会议总结

分会场二：CSAE动力电池标准宣贯及研讨会
主持人：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赵立金
地点：北京市万寿宾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北厅

13:30-13:35 会议介绍

13:35-14:00 动力电池国家标准研制情况介绍/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
编制进展情况介绍

14:00-15:20 动力电池标准解读
-《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日历寿命试验方法》（T/CSAE
118-2019）
-《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性能（台架）试验方法》（T/CSAE
117-2019）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单体拆解技术规范》（T/CSAE
116-201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5:20-15:30 茶歇

15:30-16:50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及标准研讨
-拟邀请宁德时代、比亚迪、中汽中心等整车及电池企业
专家代表参与研讨发言，形成标准项目预研建议。

16:50-17:00 会议总结

-大会结束-



附件 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创新大会暨 2020 年标准化工作会议参会回执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邮箱 拟参加分会场 

（一或二） 

      

      

备注：请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前填写回执，并反馈至会议联系人，吴文强：wwq@sae-china.org；如订酒店，请

于 12 月 16 日前联系会议酒店，孙经理：18710087256。 

 

 



附件 3：

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开票内容 会议费

发票种类 □ 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普通发票

开票张数

需开写张发票

多人参会一起缴费，需在此处填写，如此处不填写，发票只开

一张

金额（小写）

请提供如下发票信息：

名称：

税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请注意：2017 年 7 月 1 日执行新规定。以上信息均是财务信息，请务必与单位

财务管理部门核对。其中，地址和电话均为财务需提供的地址和电话，非个人

信息。专票请将上述信息填全，普票只需填写名称和税号。发票一经开出不做

退换处理。

发票邮寄信息

收件单位名

称

收件人地址 省 市 区 邮编

收件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

机）
电子邮箱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