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文件 
中 汽 学 术 [2 0 2 0 ] 0 8 5 号  

 

关于举办 2020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在国内汽车行业以及广大汽车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已成功举办26届，成为在中国举办的汽车行

业极具影响力、规格极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和认可的品牌年度盛

会。2020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 2020）定于2020年10月

27-29日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办，将邀请汽车及相关行业的院士、企业高层、

技术领军人物、资深专家学者、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通过全体大会、院士

论坛、专题讨论、国际论坛、论文交流、技术展览展示等形式，讨论行业热

点，引领前瞻技术发展方向。 

此外，原定于2020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

会（CICV 2020）将与2020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 2020）

合并举办。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CICV）从2015年发展至今，已具备

国际影响力，为国内外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和相关机构提供行业政策与文件解

读、技术交流、创新成果发布及展示、应用案例展示及推广平台。 

活动的合并举办，将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版块加强升级，同时还将

与SAECCE年会的新能源汽车版块、传统汽车&共性技术版块的企业和相关

机构建立联系。此举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在特殊时期为保障活动质量以及参



 

会嘉宾安全健康做出的慎重决定。 

请各单位积极选派相关代表参加本次年会，特别是支持宣读论文作者到

会交流。 

时间和地点 

2020年10月27-29日，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官方网站及报名参会 

www.saecce.org.cn 

国际支持单位 

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 

主办单位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协办单位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上海国际汽车城 

分会场协办单位（部分） 

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办公室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空气动力学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测试技术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测试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安全技术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可靠性技术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车辆动力学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与噪声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制造技术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技术管理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环境保护技术分会 

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东风商用车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杂志社 

《汽车技术》杂志社 

年会主题（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新能源汽车技术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安全技术 

仿真与测试技术 

底盘与车辆动力学 

内燃机技术 

轻量化技术 

商用车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空气动力学技术 

振动与噪声汽车技术 

装备与制造技术 

环保与排放控制 

会议规模 

年会预计组织 1 天全体大会、超过 60 场专题会议，参会代表预计超 2500

人，展览面积 12000 平米，展览参观代表 15000 人次。 

  



 

年会日程概览 

10 月 26 日 下午 注册报到 

10 月 27 日 

上午 

全体大会：开幕式&主旨报告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发布 

新能源汽车战略、技术主旨报告 

下午 
全体大会：主旨报告 

智能网联汽车战略、技术与实践 

晚上 欢迎晚餐 & 颁奖仪式 

10 月 28 日 
上午 

院士论坛：突破智能网联核心技术，践行交通治理智

能化（主题暂定）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下午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10 月 29 日 

上午 
FISITA Intelligent Safety Conference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下午 
FISITA Intelligent Safety Conference 

技术分会、专题分会、并行会议 

10 月 27-29

日 
全天 

年会技术展览、2020 年 C-V2X“新四跨”互联互通测

试示范活动（待定）、试乘试驾 

※会议日程实时更新，请登录官网www.saecce.org.cn查询 

会议语言 

中文与英文，全体大会和部分分会场提供中文-英文同声传译；部分会议

为单语种英文会议。 

年会技术展览 

1、展览主题：展品涵盖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轻量化及材

料；测试技术等领域。展览面积超过 12000 平米，预计展会专业观众将超过

15000 人次。 

2、展览参观：技术展览在 10 月 27-29 日可免费参观，请登录

www.saecce.org.cn 提前预约。会议注册代表可以免费参观展览，无需再次注

册。展览注册代表仅能参观展览，如需参加会议，需要进行会议注册。 

  



 

年会报到安排 

10月26日14:00-18: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10月27-29日08:00-17: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可在以上任一时间段内选择任一注册地点注册。本届年会报名标准及交费方式请见附件。 

住宿预订 

年会组委会将为参会代表推荐住宿酒店，住宿费自理，请参会代表至年

会官方网站www.saecce.org.cn提前预订住宿房间。 

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瑞娇 女士 

电话：010-50911038 

邮箱：wrj@sae-china.org 

学会官网：www.sae-china.org 

活动官网：www.saecce.org.cn 

 

附件 1： SAECCE 2020 参会报名及联系方式 

附件 2： SAECCE 2020 会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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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SAECCE 2020 参会报名及联系方式 

1. 所有参会代表，包括论文作者，均需登录 www.saecce.org.cn 报名注册。 

2. 会议费标准信息如下。提前优惠以汇出时间为准。现场交费不能享受提前注册优惠。 

类别 套餐内容 

交费时间及标准（单位：元/人） 

9 月 10 日前 9 月 11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 

10 月 29 日 

参会代表 非会员 套餐 1 2800 3300 3800 

会员 套餐 1 2500 3000 3500 

论文作者 —— 套餐 1 1800 2300 2800 

学生（全日制本

科生、硕士、博

士研究生） 

—— 套餐 1 1800 2300 2800 

会员 套餐 2 0 0 0 

团体报名（3 人及以上一

笔支付） 

套餐 1 2500/人 3000/人 3500/人 

特邀嘉宾 套餐 1 0 0 0 

 

说明： 

（1） 所有参会代表均需登录会议官网 www.saecce.org.cn 报名注册。 

（2） 特邀演讲嘉宾、会议主席、主持嘉宾、互动讨论嘉宾、评审专家将发送优惠码注

册，请在组委会发送邀请码后再进行网上注册。 

（3） 团队报名为 3 人及以上一笔支付。 

（4） 论文宣讲作者按照论文作者注册报名。 

（5） 套餐介绍： 

套餐 1：为完成交费代表提供全套参会资料（会议入场证，会议程序册，会议论文

集，演讲集 U 盘等资料，以及会期午餐）。 

套餐 2：仅提供会议入场证。 

（6）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银行信息如下）、在线支付（支付宝、网上银行）、现场刷卡。 

银行账户信息： 

国内支付（仅限人民币）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银行帐号：0200 0036 0908 9072 309 

备注信息：2020SAECCE+参会姓名（或注册编号） 

国外支付（仅限外币） 



 

账户名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 号：778350040984 

Swift: BKCH CN BJ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100818） 

备注信息：2020SAECCE +参会姓名（或注册编号） 

（7） 会员优惠：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个人会员享受参会优惠，普通会员会费 60 元/年，学生会员会费 20

元/年，支持在线支付和银行转账，在线支付成功后立享优惠。申请会员网址：

http://huiyuan.sae-china.org/。联系电话：010-50911021。 

（8） 关于发票： 

• 发票内容：会议费。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 

• 如您在 10 月 10 日前付款，会务组将在您付款后尽快开出发票并且快递寄出，临近

会期的发票也将尽量在会前邮寄；如您在 10 月 11 日后付款，会务组将在会议结束

后一个月内开出发票并且快递寄出。为避免现场交费排队影响参会，缩短您的等候

时间，建议代表尽量会前银行转账或在线支付。 

• 发票及快递信息将在注册过程中在线收集。发票一旦开出，将不予退换，请务必确

认信息。在线填写的发票信息如临时有更新，请在填写后 5 个工作日内联系 010-

50911038 王瑞娇女士，将正确的信息发送至 wrj@sae-china.org。 

（9） 退款原则：如需取消参会，须将取消申请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 wrj@sae-

china.org；对于未开发票的，10 月 11 日（含）前申请取消，则可全额退款；10 月 12

日（含）后至会议开始前取消，组委会在扣除 10% 的管理费后，退还其余 90%的会

议费。10 月 19 日（含）后发票一经开出，将无法办理退款，若指定他人替代本人参

会，请会前邮件通知组委会，且不产生取消费用。退款如产生银行手续费代表自行承

担。 

（10）参会代表在优惠截止日期前交费方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线上支付宝、线上银行转

账、线下银行转账）。 

（11）会议报到安排 

10 月 26 日 14:00-18: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10 月 27-29 日 08:00-17:00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一层大厅 

※可在任一时间段内选择任一注册地点注册。 

（12）会议联系人 ： 

联系人：王瑞娇 女士 

电话：010-50911038 

邮箱：wrj@sae-china.org 

注册网址：www.saecce.org.cn 



 

附件 2： SAECCE 2020 会场交通 

会场及交通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博园路 7575 号 

初步班车路线（会议高峰期期间班车约 30分钟一趟，班车路线更新安排

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 

墨玉路公交车站（新词、新逸）←→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上海汽车城瑞立酒店←→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上海颖奕皇冠假日酒店←→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会场） 

出租车： 

上海火车站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35公里。 

上海虹桥火车站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25 公里。 

虹桥机场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25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 →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约 80 公里。 

公交线路：陆安专线至博园路站下车即达。 

地铁：可换乘 11 号线（安亭方向）至安亭站下车，走到墨玉路公交车

站，乘坐组委会安排的短驳班车即达，班车约 30 分钟一趟，班车路线更新安

排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