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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19⽇⾄20⽇

伙伴计划



2021主旨演讲人

唐仕凯 
Hubertus Troska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 
戴姆勒大中华区主席、CEO

冯思翰 博士  
Stephan Wöllenstein 
大众集团（中国）CEO 
大众品牌乘用车董事会成员 
大众品牌乘用车（中国）CEO

杨红新 
Yang Hongxin 
蜂巢能源总裁

柯皓哲 
Holger Klein 
采埃孚集团董事会成员

Daniel Lescow 
smart全球销售、营销及售
后副总裁

佟湘北 
smart全球合资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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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汽车论坛代表了未来交通的建设性战略和解决方案。

生产与研发的紧密结合使我们的汽车论坛独一无二。

欢迎来与我们的顶级主旨演讲人，众多业内专家和年轻人才一起

讨论新思路以及解决方案。

在德国，CAR汽车论坛已经拥有21年的传统以及在欧洲汽车行业的广
泛影响力。每年，论坛会迎来120余家企业伙伴及参展商，并吸引超过
1200位参会者以及媒体记者。

自从2015年CAR汽车论坛走向国际，在中国寻找新的途径。与北京、上
海车展同期举行，为行业专家，企业公司以及国际间Know-how交流建
立平台。

和我们一起庆祝Car汽⻋论坛
21周年

CAR汽车论坛的历史

CAR汽车论坛在中国

www.car-future.com
www.car-future.com/de/symposium/china/
www.g-i-events.com/car-symposium

2021年4⽉19⽇

欢迎晚宴

2021年4⽉20⽇

主论坛

地点 时间
上海虹桥新华联

菲特大酒店

中国上海闵行区

虹路666号

CAR 中国  –  2021



蔡澈博士 

戴姆勒集团CEO

 
 
 
 
宋寅哲Alexander Seitz

奥迪股份公司董事

Ralf Speth 

捷豹路虎 CEO 

 

Pieter Nota

宝马集团董事

袁星 

百度自动驾驶总经理

 
 
 

沈晖

威马汽车创始人 

 
 
 
Oliver Blume 

保时捷CEO

 
 
 

Dirk Wollschläger

IBM 汽车、航空航天、国防
行业总经理毕福康

往届主旨演讲人

 Carsten Breitfeld 

拜腾汽车CEO 
 
 
 

郑刚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

 
 
 
Dr. Stefan Hartung

罗伯特 博世有限公司董事 

 

徐直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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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晚宴

– 2021年
4⽉19⽇

在2021年上海⻋展的第一个媒体⽇前夜与业内人士享受

欢 迎晚宴。

500
嘉宾 企业伙伴

40
传统中式美味 艺术表演 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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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中国 
Car汽车论坛

– 2021年
4⽉20⽇

Car汽车论坛是未来移动领域的专业经理人、决策者及执
行者的交流平台。社交、公司展览以及40多场顶级演讲
者的讲座。

500
嘉宾

40
企业伙伴

由我们的企业伙伴提供
的40多场专业演讲

5⾄6名顶级主旨演讲人 专业媒体及一般媒体高
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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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合作方案

您是否已经对行业的变化做好了准备?

如果您对以下主题有新的解决方案，战略规划或者工艺技术: 

• 电动出行/电池

• 未来出行 - 自动驾驶与车联网

• 驱动新能源转型

• 电池工艺与材料

• 燃料电池汽车

• 汽车订阅与人工智能

• 未来的内饰材料

请来中国Car汽车论坛展示您的想法。

请与我们联系：

car-symposium@g-i-events.com 
heidi.gurzny@car-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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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Car?
社交 
我们将为您与您的客户群体搭建交流的
平台。

市场
我们会通过多种渠道展示贵公司。
从社交媒体到纸质会刊。
您会被看见!

服务
您本人以及贵公司的需求是我们关注的
焦点。
您可以从我们众多的服务中受益。

专业
我们在汽车行业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
因此在实际生产和研发领域都拥有庞大
的网络。

现场
您会在现场体验高级嘉宾的主题演讲。
您也可以通过展览、讲座或研讨会的形
式，进行现场展示。
您还有其他想法吗？请随时联系我们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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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和门票

	ü 16 m2 标准展位包含WiFi,  4⽉19⽇和4⽉20⽇ 
(8m x 2m)

	ü 额外参会者
(如顶级嘉宾)详询

	ü 办公家具 
(1张桌子、2把椅子及电源)

	ü 12张门票
欢迎晚宴，4⽉19⽇
Car汽车论坛主论坛4⽉20⽇

	ü 可挑选展位
(视现场情况而定)

Car汽车论坛: 权益 - 服务

	ü 专业演讲 (15分钟 | 主题自选)

	ü 论坛结束后可获得演讲资料

	ü 会刊A5广告 (纸质)

	ü 在我方媒体上发布贵公司LOGO (纸质及数字)

	ü 在我方网站上醒目位置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现场社交墙上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会刊中刊登摘要

	ü 在社交媒体平台提及(Xing/领英/微信)

	ü 在群发邮件中提及

	ü 在会刊中刊登贵公司的广告

	ü 在Car Symposium汽车论坛手袋中放⾄宣传资料

	ü 活动当天数字屏幕轮流播放公司LOGO 

线上权益：

	ü 5个线上参会名额 

	ü 可在线观摩展位（实时链接，非虚拟展位）

	ü 可在线观看演讲并保存

	ü 可为贵公司制作独立的演讲视频用于以后的宣传

	ü 在“Car频道”中公布并宣传贵公司演讲

	ü 可观看所有共享的视频 

	ü 特殊权益：可与杜登霍夫教授进行五分钟的专业讨论（在线方式）

	ü 将在我方媒体中推送三次关于贵公司的内容

单人套餐

包含

	ü 4⽉19⽇欢迎晚宴

	ü 4⽉20⽇主论坛（包括专业演讲，展览及会议餐饮） 

线上参会：

	ü 可在线参加晚宴活动及主论坛

展位和门票

	ü 8 m2 标准展位包含WiFi,  4⽉19⽇和4⽉20⽇ 
(4m x 2m)

	ü 办公家具 
(1张桌子、2把椅子及电源)

	ü 5张门票 
欢迎晚宴，4⽉19⽇
Car汽车论坛主论坛4⽉20⽇

	ü 额外参会者
(如顶级嘉宾)详询

Car汽车论坛: 权益 - 服务

	ü 专业演讲 (15分钟 | 主题自选)

	ü 论坛结束后可获得演讲资料 

	ü 会刊A5广告 (纸质)

	ü 在我方媒体上发布贵公司LOGO (纸质及数字)

	ü 在我方网站上醒目位置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现场社交墙上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社交媒体平台提及(Xing/领英/微信) 

线上权益：

	ü 3个线上参会名额 

	ü 可在线观摩展位（实时链接，非虚拟展位）

	ü 可在线观看演讲并保存

	ü 可为贵公司制作独立的演讲视频用于以后的宣传

	ü 在“Car频道”中公布并宣传贵公司演讲

	ü 可观看所有共享的视频 

舒适型 单人参会

可选项

80,000人民币含增值税 59,000 人民币含增值税

VIP型·

5,700 / 999 人民币



Car China是由D+S Automotive GmbH与北京德创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合作组织的。价格不包含法定增值税。上述组织者不承担
代理佣金或类似费用。根据DSGVO，本人签字同意使用上述个人资料。
想了解有关数据保护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主页。
活动前10周取消预订，收25%预订费，10周内收全额预订费。
D+S Automotive GmbH的一般商业条款（AGB）已发布在www.ds-automotive.de。 所有预订视实际情况而定

报名

主要联系人

公司

姓名

头衔

职位/部门

邮件

电话

账单地址

公司

部门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城市

国家

 

备注/订单号

⽇期
签名

是的，我们确定预订以下套餐:

 VIP型: 80,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舒适型: 59,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可选项:

 会务赞助: 130,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您可以与我们一同设计自己的汽车论坛展台包含15张大会门票

 欢迎晚宴: 67,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工作午宴: 50,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茶歇: 33,5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是的，我们确定预订以下套餐:

       单人参会: 5,7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在线代表票: 999人民币 含增值税

量身定制 
 
除了上述的套餐，您还想预订其他附加选项，成为主要赞助商，还是想让您的
公司获得与众不同的套餐？

 请告诉我们您的需求

备注

邮箱: car-symposium@g-i-ev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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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白丽敏
Kathrin Brüggemeier 
 
car-symposium@g-i-events.com
电话: +86 10 6410 8459 
 
 
北京德创国际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German-Inspired
Events Services Co. Ltd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8号
现代汽车大厦17楼1701-38
100027

请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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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Gurzny 
heidi.gurzny@ds-automotive.de
tel: 0203 - 306 - 1270

D+S Automotive GmbH 
Bismarckstraße 142 
47057 Dui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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