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简介介  

近年来，国内外汽车制造业正朝着高能源效率、高安全标准和高品质

的设计方向掀起一场革命，为了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汽车生产商使用

重量更轻的材料——塑料和高分子零部件。我们预计在下个 10 年中，塑

料将占车辆平均重量的 18%，比 2000 年的 14%有所增加。 

 

但是，要满足性能和可持续性的挑战需要复杂的汽车和塑料两者价

值链上的实际协作，需要运用成熟的技术和策略推动目标的实现。本次

“2013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将就当前汽车行业关注的塑料材料应

用需求做出讨论，以强调创新材料、安全环保、提高质量等为主线，展

开深入研讨。会议旨在搭建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彼此取长

补短，启发思路，分享成果，共同推进中国汽车工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论坛主页：http://www.AdsaleCPRJ.com/AutoConference2013 

 

受受邀邀嘉嘉宾宾  

‧ 蔡云生 -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装备部副部长 

‧ 杨洁 -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材料工程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 

‧ 熊飞 -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汽车材料工程

研究院技术总监、总工程师 

‧ 刘强 - 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综合技

术部部长兼 NVH及材料工程部部长 

‧ 汤望 -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 

‧ 曹渡 - 长安汽车研究院研究院院长  

‧ 于会杰 - 一汽大众质保部非金属科科长 

‧ 孙卫健 -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 

 
更多嘉宾陆续确认中。 

目目标标听听众众  

来自中资、中外合资和独资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汽车零部

件和汽配制造企业；内饰产品和材料供应商；环境检测技

术服务提供商；科研院所和汽车设计单位等 

*请参阅附录 – 部分受邀听众名单和上届听众反馈 

PPllaassttiiccss  iinn  AAuuttoommoottiivvee 

22001133  CCPPRRJJ 车车用用塑塑料料技技术术论论坛坛  
 

  日日期期  

2013 年 11 月 14-15 日 

 

  地地点点  

中国 保定 电谷国际酒店 

 

  日日程程  

11 月 14 日 – 全日会议 

11 月 15 日 – 车厂参观 

 

  主主办办单单位位  

 

 

 

 

 

  战战略略合合作作伙伙伴伴  

 

 

创创新新材材料料、、环环保保材材料料、、加加工工新新技技术术  

感谢以下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议议题题  

‧ 非金属材料的应用与整车 NVH的性能 

‧ 符合新能源汽车特点与要求的高性能复合材料 

‧ 碳纤维材料在车辆结构件中的应用 

‧ 汽车用材料绿色低碳化趋势 

‧ 创新材料与安全技术的研究 

‧ 汽车管道专用材料的选择 

‧ 热塑性弹性体在汽车内饰件中的应用趋势 

‧ 汽车零部件专用料的低成本化解决方案 

‧ 聚氨酯创新材料在汽车的解决方案 

‧ 发动机周边关键部件塑料材料的应用 

‧ 汽车零部件新型加工技术 

‧ 汽车车灯的加工及新材料应用 

http://www.adsalecprj.com/AutoConference2013


 

附附录录    

部分受邀听众名单 (截至2013年7月31日) 

 汽车饰件及零部件制造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AC中国区埃驰(上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施志刚 采购经理 

埃迪司汽车饰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熊代润 注塑工艺工程师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杨德雨 经理 

奥托立夫（中国）汽车方向盘有限公司 王志强 主管 

保定屹隆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 崔全 经理 

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周庆安 供应商工程师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李铁军 工程师 

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马骥 非金属科副理 

长春瑞利斯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龚继锋 总经理 

长春旭阳汽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曹丽娟 副总经理 

常州市双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孙建峰 经理 

常州市星宇车灯有限公司 眭晓辉 技术部部长 

大茂伟世通车灯有限公司 威廉纽曼 总经理 

德尔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Mocha Fans 采购部经理 

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宋旭 原材料工程主管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杨阳 业务发展经理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王水昌 主管 

法雷奥亚洲采购办公室 钱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叶又 经理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中村贤治 车辆技术部材料技术室室长 

孚利模(上海)汽车饰件模具设备有限公司 张蔚 商务总经理 

福士汽车零部件(济南)有限公司 李顺远 生产经理 

福特汽车工程研究(南京)有限公司 潘安波 主管 

广州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李娟 采购部主任 

哈工大海创汽车内饰 IMD研发中心  刘昌进 技术总监 

河北世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史庆旺 总经理 

湖北法雷奥车灯有限公司 马亮 采购经理 

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赵丹 
中国区座椅和精益工程总监  

专业汽车内饰集团 

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李冉 经理 

江苏远洋车灯有限公司 周建国 董事长 

金发技术中心(VOCE研究) 罗忠富 车用材料总监 

进发集团进发零部件有限公司 金庆 市场部经理 

美嘉帕拉斯特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曹玲玲 经理 

敏实集团 胡益男 材料总监 

敏实集团 卢海安 采购中心 原材料采购副理 

宁波华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舒荣启 总经理 

宁波神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周宝聪 部长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王宏丽 中心实验室主任 

宁波四维尔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 郑欧 研发部副总助理 

佩尔哲汽车内饰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郑红梅 实验室主管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 孙卫健     总工程师兼工程材料部部长 

山东亚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杨保岭 董事长 

上海吉翔汽车车顶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陆平 技术中心产品工程师 

上海瑞恩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高先生 经理 

上海通领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毛平 工程师 

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捷企业研究院总院 雷雨成 董事长、总设计师 

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 桂运能 材料工程师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马晓亮 技术中心设计经理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张先生 工程师 

上汽集团新能源和技术管理部(新能源汽车复合材料) 凌天钧 总工程师 

塑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桂蓓 副总经理 

无锡井上华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福井英男 副总经理 

芜湖河西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菊谷慎二 设计开发副总经理 

武汉鑫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高清波 经理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朱明泽 工程师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余昭军 制造工艺工程师 

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战晶波 采购供应部经理 

扬州市邗江扬子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曾堃 高级工程师 

扬州扬子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严灏 项目经理 

扬州扬子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徐稳军 总经理 

长城汽车内外饰模块 杨永锋 厂长 

长春海拉车灯有限公司 郭伟 项目经理 

长春瑞利斯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龚继锋 总经理 

浙江远程车饰有限公司 王洪恩 采购部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轻量化研究) 马鸣图 副总工程师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 付明 主管 

 

 汽车整车制造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北京汽车 任建磊 材料认证部  

北京汽车 杨楠 材料工程师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杨宇 材料工程师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葛俊 汽车工程研究院车身三部工程师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栗娜 工程师 

北汽福田研究总院分析中心材料工程所 任鹏 非金属材料室主任 

标致雪铁龙集团亚洲运营部研发中心 马秋 塑料材料专员, 产品开发科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刘 波 先期技术研究中心经理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陈海波 
先期技术研究所车身技术室车身布

置工程师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曹渡 副院长 

长安汽车研究院 刘路 工程师 

长城技术技术研究院非金属材料科 崔文兵 科长 

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宋旭 原材料工程主管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徐茂林 总师 

东风商用车技术中心工艺研究院 刘成 材料主管工程 

东华大学轻质结构复合材料研究所 阎建华 轻质结构复合材料研究所研究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邓国安 车身工程部高级工程师 

国际先进材料与工艺技术学会（SAMPE）北京分会 崔振进 常务副主席 

河北御捷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郭青 总经理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 邹刚 工程师 

吉利汽车研究院 刘 强 
副总工程师兼 NVH 及材料工程部

部长 

吉利汽车研究院 姚再起 主任工程师 

江淮汽车  黄家奇 材料技术经理 

江森自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专业汽车内饰集团 赵丹 中国区座椅和静益工程总监 

江西昌河铃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谢晓林 教授/副总经理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开发部技术中心 李坤林 内外饰设计室工程师 

克莱斯勒  何翼虎 材料高级工程师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建国 
研究院副院长、检测中心主任、 

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邱延正 内外饰技术研究院院长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史荣波 非金属材料科长 

秦皇岛科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张万武 总经理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汽技术中心材料部 陈丽萍 秘书长、部主查/研高 

厦门海合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潘允敬 总经理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苏亮 车身室课长 

上海柴油发动机 洪霞 高级工程师 

上海大众  王化金 材料技术工程师 

上海大众  孙黎萍 材料技术工程师 

上海泛亚技术中心   张亮 材料工程师 

上海泛亚技术中心 非金属材料 张素秋 材料工程师 

上海海马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艾忠阳 副主管工程师 

上海梅赛德斯奔驰车辆技术有限公司 柯希文 车身工程业务负责人 

上海汽车 质保部 曾红梅 非金属材料工程师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庆伟 新能源和技术管理部车身工程师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红 新能源和技术管理部内外饰工程师 

上海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捷汽车研究院总院 雷雨成 董事长、总设计师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唐海勇 材料主任工程师 

   



 

   

公司名称 姓名 职务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侯兆平 内饰主任工程师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梁鹏 汽车材料研究部经理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梁鹏 汽车材料研究部经理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整车资源开发部采购处 韩君怡 资源开发工程师 

神龙汽车塑胶件制造有限公司 李义国 部长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公司产品开发中心非金属材料 段剑英 主管 

天祥汽车零部件检测实验室 傅家驹 主任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科学院 王建锋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部、轻质材料研

究部经理 

通用汽车中国科学院 杜江凌 院长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肖莉 中国区项目经理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魏启永 工程师 

沃尔沃汽车集团 章恒 中国区内饰总监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国区 李博 动力总成零件设计工程师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王录 副经理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董文生 高级工程师 

一汽大众质保部非金属 于会杰 科长 

一汽技术中心 朱熠 高级工程师 

一汽技术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李菁华 高级工程师 

一汽技术中心材料部 朱熠 高级工程师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张宝华 车身开发室内饰科科长 

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 朱向荣 汽车研究院材料工艺部部长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汤望 技术研究院院长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王汉丹 新材料研究工程师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规划部 田洪福 副部长 

 

上届论坛部分听众反馈： 

一汽技术中心材料部部主查/研高   陈丽萍 

这次会议办的很成功，有几个报告的质量非常高，这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   王录 

参加这次会议的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在和其他参会代表的交流中，我学习到了不少有关材料应用的新知识。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汽车材料研究部经理   梁鹏 

总结整个会议的内容，比较重视实际的应用案例和解决方案，这对于参会者来说很重要，希望以后增加有关新能

源汽车新型材料应用的议题。 

 

北汽福田研究总院分析中心材料工程所非金属材料室主任   任鹏 

会议的规格和规模都比较不错，演讲嘉宾讲的很好，对于我们了解市场和新材料应用有一定的帮助。 

 

长春旭阳集团汽车技术研发中心材料研发室主任   许建葆 

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的，服务多家整车企业。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一些创新的汽车内饰材料有了充分的了解。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