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以发展  整合求共赢 

2014 中国车联网产业高峰论坛 

Chinese Vehicle  Network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2014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核心论坛 
2014 年 4 月  深圳 

 

主办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移动互联专委会 

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  

      

协办单位 

中国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车载信息服务产业联盟 

深圳汽车电子行业协会 

深圳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上海车联网与车载信息服务产业联盟 

媒体支持 

（近 30 家，名单略） 

 

时    间：2014年 4月 11 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规    模：200人 

体 验 区：500平米（展览展示、新品发布、现场体验） 



论坛背景 

为了充分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新发展成就、搭建信息技术产业最佳沟

通交流平台、引导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健康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深圳市人民

政府定于 2014 年 4 月在深圳市共同举办“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工信

厅电子函[2013]694 号文）。 

博览会组成了以杨学山副部长和许勤市长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按照博览会

总体设计，同期将举办若干场技术论坛和产品发布会。根据组委会安排，在中国

电子学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等单位的特别指导下，决定举办“2014 中国

车联网产业高峰论坛”，同期举行“2014中国车联网产业品牌培育评选活动”。 

车联网作为信息化融合工业化的典范以及物联网的示范工程，是推动汽车制

造和服务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据有关预测，到 2015年，

中国汽车产量规划将达 2500万辆，车联网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1500亿元。未来，

我国将迎来车联网市场的高速发展期，也有望发展成为全球车载信息服务业最大

的市场。 

本次论坛将集合车联网产业链上的所有角色，推动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

汽车整车、电信运营、软件信息服务、汽车电子、智能终端商以及有关媒体围绕

行业焦点、国内外最新趋势等特色话题展开交流，全面解析车联网最前沿趋势，

争取更多共识，创造共赢商机，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创新动力，促进产业合作与

创新发展。 

 

会议特色 

(一) 政府主管领导、专家参与 

主办方将联合业界领导、专家学者深度分析政策导向、信息消费、移动互联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车联网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帮助政府主管领

导、行业、企业了解车联网产业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趋势，探寻切实可行的专

业解决方案，同时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二) 产业链齐聚赢得机遇 



本次会议将邀请整车厂、TSP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硬件

及设备供应商齐聚会场，共同探讨新技术、移动科技大爆炸的背景下车联网产业

链彼此之间如何共赢谋求生存。 

(三) 跨界合作抢占制高点 

庞杂的产业链决定了车联网的合作性、包容性，没有哪家能够通吃，只有开

放合作才能取得共赢。如何联合产业链各环节，做大整个车联网的市场规模，推

动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四) 主流媒体全力追踪报道 

本次会议将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光明网、新浪网、慧聪网、网

易、腾讯、太平洋汽车等主流媒体精心编辑报道，强调媒体曝光的最大化，以争

取到更多的车联网行业同盟加入到强强联合的阵营当中。 

(五) 高峰对话，共同探讨车联网产业共荣 

会议将设置高峰对话环节，邀请政府、协会、车联网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共同

参与，探讨如何在车联网领域合作共荣、创新商业模式、建立产业生态共荣圈，

并倡导全民参与，共同为车联网产业出谋划策。 

 

现场颁奖 

1. 2013 年度中国车联网产业优秀产品/解决方案； 

2. 2012-2013 年度推动中国车联网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杰出贡献人物； 

3. 2013-2014 年度中国车联网产业重点培育品牌/解决方案； 

4. 2013 年度中国车联网技术应用优秀汽车厂商。 

 

论坛议题 

1. 中国政府发展车联网产业的法律法规走势与未来投资方向； 

2. 公共信息平台的建立与标准的统一发展； 

3. 国内外车联网行业发展现状与中国车联网市场发展趋势； 

4. 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盈利的车联网商务模式车联网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以



及应用领域的拓展； 

5. 智能手机与嵌入式解决方案混合模式的发展； 

6. 评估最适合电动汽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发展的车联网系统； 

7. 终端消费者主要需求的探讨以及车联网作为整车厂商争取终端消费者竞

争工具的价值； 

8. 整车对于实现应用程序一体化的需求及成功实现一体化的策略； 

9. 如何推动保险车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10.云计算平台在车联网发展中的应用前景； 

11.LBS在中国的商业模式的探讨； 

12.中国后装车联网产业的发展机遇； 

13.下一代商用型车联网与车队管理技术的发展。 

 

现场展示体验 

※ 车联网展区： 3G、TD-LTE、4G 车载通讯系统、车际短距离通信、智能

导航系统、数字娱乐系统及辅助驾驶系统、地理信息数据和软件、电子地图、互

联网地图编制、应用系统各种设备和设施硬件、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等相关政府部

门、企业、科研院校、投资机构。 

※ 交通安全、信息服务展区：道路交通、公共交通、交通管理综合信息应

用服务系统、 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 ETC等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校、

投资机构。  

※ 智能停车系统及 RFID 展区：智能停车系统领域各类主要软硬件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汽车级电子标签等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校、投资机构。  

※ 汽车电子展区：芯片、软硬件生产、传感器、微处理器 MPU、嵌入式软

件模块等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校、投资机构。 

 

 

 



主要日程 

时间： 4 月 10 日 8:0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时间 演讲内容 演讲嘉宾 

8:00-8:30 签到  

8:30-8:50 主办方致辞 深圳市人民政府 

8:50-9:10 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9:10-9:30 专家主题报告 权威专家 

9:30-10:00 4G LTE和车联网的未来 电信运营商 

10:00-10:30 车载信息娱乐标准化 国内外知名车联网厂商 

10:30-11:00 优秀解决方案 企业领袖 

11:00-11:30 
建立车联网生态共荣圈倡议 

暨颁奖环节 
主办方 

午餐时间：11:30-13:20: 

13:20-13:30 签到  

13:30-13:50 车联网智能云平台构建 权威专家 

13:50-14:10 打造三位一体信息模式 知名平台领袖 

14:10-14:30 移动互联网 APP 应用革 企业领袖 

14:30-14:50 语音识别技术加速车联网发展 企业领袖 

14:50-15:10 基于车联网的智能移动终端 企业领袖 

15:10-15:20 后装车联网市场合作创新 企业领袖 

15:20-15:50 汽车电子及网络模块变 企业领袖 

15:50-16:10 网络与数据安全对策 安全厂商 

16:10-16:20 茶歇时间 

16:20-16:50 
高峰对话：产业生态共荣圈如何

构建，合作共赢 

整车厂、TSP运营商、网络

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内

容服务提供商共 5位嘉宾 

16:50 会议结束 

*注：以上议程为拟定安排，最终调整和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拟邀业界代表 

（一）政府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    

（二）有关组织与机构 

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 

中国车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深圳汽车电子行业协会 

上海车联网与车载信息服务产业联盟 

深圳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深圳车联网联盟 

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长安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三）电信运营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四）整车制造商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五) 产业链代表厂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诺基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音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善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 

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明导（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大陆( Continental)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哈曼（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休斯车联网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恩智浦半导体（北京）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加拿大诺瓦泰(NovAtel)公司 

丞信汽车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合作洽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9 号 

邮编：100086 

联系人：邝世诚 13051272212  徐建 13717709309 

联系电话：010-88210277，5263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