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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多产业深度融合的标志物，是汽车产业发展战略方向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我国汽车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历史机遇。为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

展，需要在国家顶层规划下，整合各方面力量。

为促进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打造世界级技术交流平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清华大学、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将联合举办“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CICV 2019）”。年会将涵盖汽车、芯片、人工智能、信息通信、交通等领域，作为新技术发布

平台、政策风向标、领先技术展示窗、产业融合加速器，为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交流平台和

信息参考。

CICV 2019将聚焦ADAS及自动驾驶关键技术及政策与法规，深度讨论环境感知/决策与控制、

开发/测试/评价/示范、V2X、人工智能、信息安全、高精度地图、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人机共驾

与HMI等话题。本届年会将组织全体大会、高层互动论坛、专题分会场、专题互动讨论等，邀请近

百位知名专家和企业技术领袖演讲和讨论，预计将有1500位专业人士参会。近10000㎡的技术与产

品展览将吸引近万人次参观。同期活动包括试乘试驾、V2X示范、企业参观、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优秀车队展示和少儿科普活动等。

主办单位

指导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CICV年会发展历程

活动 时间 地点 报告数量 会议规模

第二届汽车驾驶辅助技术国际论坛 2015年6月 成都 40 300+

第三届中国国际智能网联汽车年会 2016年10月 上海 45 400+

第四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2017年6月 上海 50 600+

第五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 2018年6月 宁波 60 1000+



CICV 2018回顾

全体大会

试乘试驾产品与技术展示 企业参观

高层互动论坛

专题分会场

专题互动讨论

人才研究分论坛

1000+

参会代表

2场

全体大会

62场

技术报告

90+

行业大咖

登台

6场

专题分会

5场

专题

互动论坛



CICV回顾——高规格，全面汇聚行业领军专家资源

怀进鹏 院士，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 卫 先生，发改委产业协调司机械装备处处长

李 骏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

李德毅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李 斌 先生，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吉泽隆 先生，雷诺-日产联盟全球总监，日产汽车公司副总裁

奥平总一郎 先生，丰田汽车公司专务、中国/ 亚洲/ 太平洋地区首席技术长官

葛卷清吾 先生, 日本国家战略创新项目自动驾驶领域负责人，丰田汽车前瞻研发及工程执行总经理

Jan-Erik Larsson先生，沃尔沃汽车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

项 党 博士，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瞻技术研究部副总经理

李克强 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智能网联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云鹏 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冉 斌 教授，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TS计划主任，东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智能网联交通

联合研究院院长

张维斌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成 波 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

李維興 先生，美国高通公司技术副总裁

蒋学锋 博士，东风商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黎予生 博士，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总工程师

杜江凌 博士, 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

Apostolos Papathanassiou先生，Intel/5GAA标准和频谱工作组主席

Stefan Greiner，奥迪（中国）自动驾驶与底盘研发总监

Randell Iwasaki先生, Executive Director of Contra Costa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Henry Liu教授，密西根大学土木与环境系教授/智能网联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Erik. Coelingh 博士，沃尔沃/奥托立夫合资Zenuity公司技术顾问

Ravi Puvvala先生，Savari CEO

部分演讲嘉宾



CICV回顾——始终保持技术引领性

CICV 2018组织了6场专题分会场+5场专题互动论坛，议题覆盖全面，交流深入，演讲内容更受关注，参会单位和代表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话题涵盖ICV关键技术领域，每个主题均邀请重量级专家参与话题设计，凸显技术代表性和深度。

专题1：环境感知与智能控制

专题2：车载网络架构与信息安全

专题3：V2X 与智能网联交通

专题4：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

专题5：开发、测试、评价、示范

专题6：自动驾驶地图

互动论坛1：环境感知、决策与控制的产业化挑战

互动论坛2：未来出行与自动驾驶

互动论坛3：车辆网联化的商业模式探讨

互动论坛4：智能网联汽车的阶段性商业模式和可

持续发展之路

互动讨论6：自动驾驶与自动驾驶地图

CICV 2018专题分会场话题分布

CICV 2018专题分会场话题分布



CICV回顾——产品与技术展览

部分往届参展商



CICV回顾——试乘试驾

CICV 2018提供的试乘试驾体验功能包括：

吉利博瑞GE

1. 城市工况智能驾驶试乘体验：ICC、AEB、APA、SLIF、人机交互功能。

2. 高速和城市工况智能驾驶试乘体验：ICC、AEB、APA、SLIF、IHBC、LKA、AEB、人机交互功能。

试乘试驾为第五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CICV 2018) 同期活动，目的是让参会代表更加直观的体验和感受当前的自动驾驶或ADAS 

等先进技术及应用。



CICV 2018参会代表分析

CICV 2018参会规模与往届相比有大幅度增长，431家机构的1070位代表参加了年会，比2017年参会规模增长了76.6%。

来自整车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发/测试公司的代表数量增长明显。整车企业派出的技术负责人和工程师参会人数达到3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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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V 2019活动概览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CICV 2019）

会议

智能安

全国际

论坛

2场

全体

大会

10场

专题

分会

展览/展示

9000m2

专业技

术展览

中国大学

生方程式

汽车大赛

无人车队

动态展示

公众日活动

试乘

试驾

公众接

受度调

查

少儿

赛车

其他活动

创新创

业大赛

企业

参观

企业

成果

发布

➢ 80+ 技术报告

➢ 200+ 媒体报道

➢ 300+企业参与

➢ 1500 参会代表

➢ 9000m2展览

➢ 10000+观众

➢ ＞50km 社会道路&智能网联

示范区 功能演示



CICV 2019初步日程架构

注：
1、以上日程为初步计划，将根据后期邀请情况调整。敬请关注年会官网查看最新日程。
2、会议将提供中英文同声翻译。

时间

会议日程

同期活动
主会场 分会场A 分会场B 分会场C 分会场D 分会场E

5月29日
（周三）

08:30-11:10
全体大会及开幕式（1200人）

主旨报告：智能网联汽车L3-L4产业化机遇——
产业标准、技术、法规进展

·产品与技术展览
·试乘试驾
·V2X示范
·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
优秀车队展示
·少儿汽车科普活动

11:10-12:00
高层互动论坛：

抢抓智能网联汽车L3/L4商业化机遇

13:30-15:30

智能安全国际论坛 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

智能交通与智慧城市
开发、测试、评价与

示范
新型车载高速网络

环境感知与信息融合
决策与智能控制

16:00-18:00
智能网联技术在商用
车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5月30日
（周四）

09:00-12:00
全体大会

主旨报告：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
跨产业融合

车载雷达关键技术
13:30-15:30

V2X与驾驶安全、交通畅通

面向驾驶体验的智能
汽车人机交互设计

——智能座舱 自动驾驶地图与高精
度定位

CSAE青委会专题：
绿色动力与智慧汽车

人才论坛：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青年人才论

坛
15:50-17:50 通信与信息安全技术

5月31日
（周五）

上午 公众日（产品与技术展览、少儿汽车科普活动）/企业参观



CICV 2019论文征集——彰显年会学术水平

· 论文发表与奖励：SCI检索10篇

1.发表与检索：所有被录取的论文全文将被发表至《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Technology》，可被SCI检索，名额为10个。

2.论文宣读：部分被录取的论文，会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受邀在CICV 2019年会现场宣读演讲。

·论文征集：议题涵盖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 期刊介绍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D:  
Journal of Automobile 
Engineering  (PID)是汽车工程学领
域高品质的国际学术期刊、英国机械
工程师学会 (IMechE) 工程学系列期
刊之一，由SAGE公司出版。该刊内
容反映汽车工程这一多元 化学科领域
的持续发展和需求变化，致力于出版
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打造汽车工
程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传播平台。本刊
物出版优势在于优先在汽车工程学领
域SCI排名领先的期刊发表并通过纸
本刊、电子刊双平台出版。



◆ 将贵公司的演讲稿登载在会议官网<资料下

载>栏目的首要位置

◆ 将媒体对贵公司的报道转载在会议官网<媒

体中心>栏目的首要位置

◆ 跟进媒体，对贵司的年会采访进行报道

会
前
活
动

会
后
活
动

◆ 将贵公司列为合作伙伴单位，在年会相关印刷资料、现场重要位置显示标识或名称

◆ 开幕式前播放贵公司宣传视频，时间长度不超过30秒钟

◆ 安排贵公司高层参加全体大会主旨报告及高层访谈

◆ 安排贵公司在年会期间组织一场专题分会（或者：组织参与试乘试驾）

◆ 展览现场提供100平米光地展位，并对展位进行产品/技术参访互动

◆ 协助贵公司预约知名媒体，并提供采访会议室

◆ 十个免费参会名额（含演讲、访谈嘉宾），其中，四名高层管理人员可享受午餐VIP席位和VIP晚宴

会
中
活
动

品牌宣传与赞助：A1：合作伙伴

——全方位宣传服务，突显技术领袖地位 （RMB 600,000），限1-2名

◆ 赞助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产品、技术或人物专访等相关宣传软

文推送

◆ 为赞助商组织线上微课堂，宣传贵司相关产品及技术实践成果

◆ 制作贵司展品或技术介绍H5电子杂志（1期）

◆ 协助预约期望见面的客户

作为一场行业参与程度最高活动的合作伙伴，贵公司将能够在会前、会中、会后充分地展示思想及技术领袖的地位，全方位地推广品牌内涵，广泛地与客户

交流。我们愿意聆听您的具体需求，和您共同确定契合贵司目标的营销推广方案，为贵公司带来最大的回报。



CICV 2019赞助权益

赞助权益
A2: 钻石赞助
450,000元

A3: 铂金赞助
300,000元

A4: 金牌赞助
120,000元

A5: 银牌赞助
88,000元

1 在活动宣传册、广告、相关印刷材料、现场背景板等位置显示贵司名称及Logo √ √ √ √

2 开幕式前播放贵公司宣传广告，时间长度不超过30秒钟 √

3 安排贵公司高层参加全体大会演讲及高层访谈 √

4 安排贵公司技术专家参加分会场演讲 √ √ √ √

5 安排贵司高层现场媒体专访 √ √

6 在最终日程上刊登贵公司整版彩页广告 √ √

7 餐区附近落地广告牌 √ √

8 安排一场微课堂 √ √

9 列入展商手册（包括公司logo, 介绍和一张图片） √ √ √ √

10 在展会现场提供光地/标摊展位面积 72平米 54平米 36平米 18平米

11 贵公司享受免费参会名额 （含演讲嘉宾及参加以上VIP活动的管理人员） 8人/4人 6人/3人 4人/2人 2人/2人

注：

除以上赞助套餐，我们还可为贵公司量身定做服务内容更丰富，价值更高的赞助选项。

套餐A1-5：增加技术分会场演讲价格：50000元/个。增减展览光地面积，按照实时价格计算。

套餐中的技术演讲报告，摘要需提交年会技术委员会评审，并根据反馈建议调整内容。通过评审后方能演讲。若宣传广告内容过多，学会及会议主席均有权取消演讲，赞助费用不予退回。



A6：专题分会申请与赞助

为什么要申请专题分会？

• 以会议组织者的身份参与策划，提升贵司在行业内的品牌知名度和专业形象

• 面向全行业，展示企业先进技术与理念

• 与主办方共同组织，分享主办方的行业专家与专业听众的资源优势

• 免去沟通会务工作的烦恼

A6: 专题分会赞助权益

RMB RMB100,000(2小时)/150,000(半天)/200,000（全天）

a) 经年会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由主办方提供场地及时间；

b) 主办方将负责场地及设备租赁等会议服务、以及听众邀请等；

c) 主办方可协助申办单位邀请行业专家现场发言；

d) 在会议日程中，将贵司作为该专题分会的协办单位，并出现公司标识或名称

e) 提供贵司6/8/12个免费参会名额，包括该专题分会的演讲嘉宾、主持人/主席；

f) 提供贵司10个/15个/20个八折参会邀请优惠码；

如何申请

请提供如下信息(中英文）：

1. 专题分会主题

2. 专题分会简介，不超过300字

3. 拟邀请主持嘉宾/主席，主持嘉宾/主席应该非常熟悉讨论的话题

4. 提议4-8个演讲嘉宾，包括姓名、单位、职务

5. 应至少包含1位国际演讲嘉宾

6. 专题分会时长（建议2个小时或半天）

专题分会组织形式(推荐)

演讲+互动讨论 的形式，演讲时长每人25分钟（含5分钟QA），互动讨论

时长30-50分钟为宜。

专题分会的批准

专家委员会将评审专题分会申请是否通过。



A7：品牌宣传与赞助：晚宴赞助
RMB150,000 

赞
助
权
益

◆ 作为CICV 2019的晚宴冠名赞助商，贵司

品牌信息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得到传递

◆ CICV 2019有众多的国际和国内行业重要

嘉宾参与

◆ 参与晚宴的嘉宾均为会议VIP，晚宴是技

术领袖和行业专家的聚会的party，是展

现企业风采的独特舞台

赞
助
回
馈

◆ 冠名VIP晚餐，其标识或名称将出现年会日程上、晚宴现场、会议现场

◆ 5分钟VIP晚宴致辞

◆ 贵公司可邀请四位VIP免费参加VIP晚宴

◆ 主办方邀请贵司指定的若干名VIP与贵司高层同桌晚餐交流

◆ 将带有贵司logo的礼品提供给晚宴VIP（礼品由贵司准备，VIP晚宴约200份）

◆ 组委会将提供晚宴期间的文艺演出

◆ 六个免费参会名额（含致辞嘉宾)



CICV 2019 技术展览展示

展位类型及价格：

展位类型 搭建特点
早鸟价（2019年3月

15日前报名）
标准价（2019年3月

15日后报名）
起订面积

E1 光地
展商自行搭建
根据品牌和展品特点设计

优惠价：
￥2200/平米

标准价：
￥2500/平米

36平米起

E2 标准展位
主办方提供搭建，有多种
搭建升级方案可选

优惠价：￥22050/个 标准价：￥24300/个 9平米起



会场平面图



平面图及展位布置

会场一层 会场二层



CICV 2019 品牌宣传与单项赞助

活动开场视频，RMB 50,000   （限1-2家）

在开幕式前播放贵司宣传视频，时长：不超过30秒

会议笔记本/笔 实物+RMB20,000

a) 赞助商提供的笔记本/笔将提供给所有参会代表（3500份）

b) 赞助商Logo出现在笔记本封面上

c) 赞助商Logo，介绍和链接出现在会议官网上

VIP午餐及茶歇冠名 RMB100,000

a) 赞助商的LOGO出现在现场餐桌号牌上

b) 现场提供（或3D打印制作）有贵司logo或简称形状的纪念品

c) 在VIP用餐区域入口处摆放背景板广告

d) 在茶歇区放带有贵司logo等信息的易拉宝指示牌

e) 赞助商LOGO、介绍和链接出现在会议官网上

程序册广告，RMB 20,000

程序册（约1500本）将放入大会手提袋在注册时分发给每一个参会代

表。作为重要参会资料，将被代表特别翻阅和保存。

胸卡吊绳（印logo），RMB 30,000  （会议或展览）

赞助商Logo出现在胸卡吊绳上（会议数量：1500；展览数量：2000）

饮用水赞助 RMB 50,000元

a)饮用水外包装定制，印公司logo及CICV logo

b)免费发给注册听会嘉宾

活动礼品 实物+RMB 20,000

a) 礼品将提供给会议VIP，主席及演讲嘉宾（数量：300）

b) 赞助商Logo出现在礼品上

c) 赞助商Logo，介绍和链接出现在会议官网上

主办方资料陈列 RMB 20,000/展期

赞助商的的公司宣传资料及小礼品可同时在贵宾休息室，媒体中心，展会

问讯处进行发放及展示。



冠名少儿驾驶、主题安全日活动

在行业中树立并强化关注行业少儿、青年人才成长、发展的企业形象，提升品牌的社会责任内涵

冠名公众活动——未来汽车工程师，RMB 150,000 （独家）

◼ 冠名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的“未来汽车工程师”——小小交通规划师、赛车嘉年华活

动；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邀请行业跟踪报道，并在各类宣传内容中鸣谢贵司并显示logo；

◼ 贵司可推荐嘉宾现场参与主题采访中，展现贵司对少年人才的培养规划；

◼ 为少儿参与代表提供带有贵司Logo的纪念品（纪念品由贵司提供）。



试乘试驾/测试展览合作

试乘试驾体验合作，费用：RMB 50,000/车5月29日-30日

权益（以下为基本方案，可订制）：

• 安排贵司车辆试乘试驾

• 在会议日程上刊登试乘试驾功能介绍（中英文双语，

分别不超过200字）

• 在会议现场设立试乘试驾登记处

• 提供功能展示板1块

• 提供基本设施：桩桶、共用室外登记棚、桌椅、水

• 组委会提供班车

体验对象
政府及行业组织官员、国内外企业领袖、高校及科研

院所专家、行业与会代表

体验内容
ADAS 、（半）自动驾驶、V2X相关功能体验

1

2

试乘试驾场地

会场停车场、国家智能汽车与指挥交通（京冀）

示范区-亦庄基地

3

测试方案

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
4

邀请主流大众及专业媒体进行报道，直播，微信等社交媒体宣传



如想了解关于CICV 2019的详细信息和更多参与方式，请访问官网：www.cicv.org.cn。

如有疑问，敬请咨询组委会。

贾倩倩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电话：010-50950111

邮箱：jqq@sae-china.org

申请演讲席位 申请展览展示

Wilson Wan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上海工作部

电话：18801795622

邮箱：wilson.wan@sae-china.org

参会注册咨询

唐高凤

清新汽车

电话：16619719793

邮箱：tanggaofeng@tsingauto.com

http://www.cicv.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