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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主旨演讲嘉宾

Hubertus Troska (唐仕凯)
戴姆勒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
董事会成员 (负责大中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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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庆祝Car汽车论坛
22周年

Car汽车论坛的历史

汽车论坛代表了未来出行的建设性战略与解决方案。

在德国, Car汽车论坛已经拥有了20多年的传统以及在欧洲汽车行
业的广泛影响力。每年，这一论坛会迎来120余家企业参与并吸引
超过1200位参会者以及媒体记者。

生产与研发的紧密结合使这一大会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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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汽车论坛在中国
地点

时间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

2022年4月22日
Car汽车论坛

www.car-future.com
www.car-future.com/de/symposium/china/

从2015年起, Car汽车论坛走出欧洲, 探索中国这一全新的领域。与北
京、上海车展同期举行, 为行业专家、企业以及国际间的 Know-How
交流建立平台。

往届主旨演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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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星

毕福康

Hubertus Troska

百度自动驾驶总经理

Carsten Breitfeld

戴姆勒董事会成员

拜腾汽车 CEO

戴姆勒大中华区 CEO

沈晖

郑刚

杨红新

威马汽车创始人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

蜂巢电池 总裁

Ralf Speth

Oliver Blume

Dr. Stefan Hartung

Stephan Wöllenstein

捷豹路虎 CEO

保时捷 CEO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
司 董事

大众中国区 CEO

蔡澈博士
Dr. Dieter Zetsche
戴姆勒集团 CEO

宋寅哲
Alexander Seitz
奥迪股份公司董事

大众乘用车品牌董事
会成员

Pieter Nota

Dirk Wollschläger

徐直军

Holger Klein

宝马集团 董事

IBM 汽车部总经理

华为轮值董事长

采埃孚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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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2日

7 第七届中国
th

Car汽车论坛

Car 汽车论坛是一个未来汽车行业经理人、决策者和执行者
的聚会场所。
集合社交、展会及40多个由顶级演讲者主讲的讲座。
2022年的Car汽车论坛将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

500
多位嘉宾

40多个由参会企业所作
的讲座

40
多家参会企业

5 - 6 家顶级主旨演讲嘉宾

广泛的媒体宣传

伙伴计划
你怎样迎接改变?
在大会上我们将讨论以下议题:
•	电动汽车 / 电池
•	未来的自动驾驶与车联网
•	驱动电动汽车转型
•	电池技术和材料
•	燃料电池汽车
•	汽车订阅和人工智能
•	未来内饰
请来中国Car汽车论坛分享你的创新。

请与我们联系:
kathrin.brueggemeier@car-future.com
heidi.gurzny@car-fu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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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Car?
市场

社交

我们会通过多种渠道展示贵公司。
从社交媒体到纸质会刊。
您会被关注!

我们将为您与您的目标客户群体搭建交
流的平台.

LIVE

专业

现场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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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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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来展示自己的公司。如果您还有其他
想法，请随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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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型

可选项

舒适型

单人参会

展位和门票

展位和门票

现场参会

ü 16m 标准展位包含 WiFi, 4月22日.
(8m x 2m)

ü 8 m 标准展位包含WiFi, 4月22日.
(4m x 2m)

ü 2022年4月22日参加大会 (包含讲座、分论坛以及大会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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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家具
(1张桌子、2把椅子及电源)

ü 5 张门票
Car汽车论坛主论坛4月22日

ü 可挑选展位
(视现场情况而定)

ü 额外参会者
(如顶级嘉宾)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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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12 张门票
Car汽车论坛主论坛4月22日

Car汽车论坛: 权益-服务

请注意：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现场参会的名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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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参会
ü 在线参会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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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演讲 (15分钟 | 主题自选)

ü 会刊A5广告 (纸质)

ü 论坛结束后可获得演讲资料

ü 在我方媒体上发布贵公司LOGO (纸质及数字方式)

ü 会刊A5广告 (纸质)

ü 在我方网站上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我方媒体上发布贵公司LOGO (纸质及数字方式)

ü 现场社交墙上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我方网站上醒目位置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社交媒体平台提及 (Xing/领英/微信)

ü 现场社交墙上发布贵公司介绍
ü 在会刊中刊登摘要

线上权益:

ü 在社交媒体平台提及 (Xing/领英/微信)

ü 3个线上参会名额

ü 在群发邮件中提及

ü 讲座被实时保存并录制

ü 在会刊中刊登贵公司的广告

ü 对公司讲座进行定制化服务

ü 在Car汽车论坛手袋中放置宣传资料

ü 通过Car频道进行讲座的推广宣传

ü 活动当天数字屏幕轮流播放公司LOGO

ü 可访问所有共享的流媒体

线上权益:
ü 5个线上参会名额
ü

讲座被实时保存并录制

ü 对公司讲座进行定制化服务
ü 通过Car频道进行讲座的推广宣传
ü 可访问所有共享的流媒体
ü 为您提供推广特别服务：与杜登霍夫教授进行5分钟的专家会谈
(播客或Zoom录制)
ü 在我方网站的新闻中推送3条新闻

62.5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49.0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4.700 / 999 人民币 含增值税

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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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kathrin.brueggemeier@car-future.com

是的，我们确定预定以下套餐:

主要联系人

VIP型：62,5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公司

舒适型：49,000人民币 含增值税

Mr/Mrs/Ms
我们想要预定其他的赞助方式：:

头衔

会务赞助: 130,0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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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赞助:

职位 / 部门
邮件

工作午宴: 50,0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电话

茶歇: 33,5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包括在大屏幕及菜单上标识赞助商的Logo

包括在大屏幕及菜单上标识赞助商的Logo

账单地址
是的，我们确定预定以下套餐:
公司

现场参会：4,700 人民币 含增值税

部门

线上参会：999 人民币 含增值税

联系人

量身定制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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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 城市

请告诉我们您的需求:

国家

备注 / 订单号

日期 			

签名

备注

The Car Symposium, the Car Special and the Car Connects Bochum are events of Car (D+S Automotive GmbH). Prices are subject to the statutory value added tax. Agencycommissions or similar are not charged to the named organizers. With my signature, I agree to the use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ersonal data according to DSGVO.
Further information on data protection can be found on our homepage. If the cancellation takes place up to 8 wee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from the time of booking), the exhibitor must reimburse the organizer fo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o date with an amount equal to 50% of the agreed event package. If the cancellation takes
place from 8 to 4 wee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from the time of booking), the exhibitor shall reimburse the organizer fo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o date with an amount equal to 75% of the agreed event package. In the event of withdrawal later than 4 wee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in the event of absence from the event or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xhibitor shall reimburse the organizer for the expenses incurred to date in the amount of 100% of the agreed event package. If, after binding registration, a participant is unable to attend, this must be communicated in writing. A written cancellation of the participant booking is possible
free of charge up to 8 wee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In the case of a written notification after 8 week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a processing fee of 250.00 EUR will be charged. In case of absence from the event or cancell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the full booked participant fee has to be paid. Important note: If the event is
prohibited by the authorities,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organizer being released from his obligation to perform (e.g. providing exhibition space) and the partner being released from his obligation to pay the partner contribution.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GTC) of D+S Automotive GmbH, published at www.car-future.com, shall apply.
All booking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Kathrin Brüggemeier
kathrin.brueggemeier@car-future.com
电话: +49 (0) 0203 - 306 - 1273
Heidi Gurzny
heidi.gurzny@car-future.com
电话: +49 (0) 0203 - 306 - 1270
D+S Automotive GmbH
Bismarckstraße 142
47057 Duisburg
陆丽青 Rose Lu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rose.lu@nm-china.com.cn
电话: +86 183210267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