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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时间、地点

参会指南
WNEVC 2022

• 大会时间：2022年8月26-28日

• 大会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荣昌东街6号

• 现场报到时间（领取证件及会议资料）

2022年8月25日 下午14:00至晚上20:00

2022年8月26-28日 上午08:00至晚上18:00

（只需报到一次）

• 现场报到地点：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注册区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注册区（酒店不支持现场付款）

• 展览开放时间：

2022年8月26日 09:00-17:00

2022年8月27日 10:00-17:00

2022年8月28日 0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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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参会嘉宾可持参会证件参加所有会议（除闭门会议）

• 大会提供8月26日、27日和28日三天的午餐

• 实际议程以现场为准

会议日程概览

时间 议程

8月25日 14:00-20:00 会议注册

8月26日

08:00-12:00 专题论坛：中重型商用车零排放论坛

09:00-12:00
专题论坛：交通与能源融合论坛

技术研讨：乘用车全面电动化产品解决方案

13:30-18:00 技术研讨：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创新发展

13:30-16:30 专题论坛：中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14:00-17:00 技术研讨：车规级芯片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发展

14:00-17:30 专题论坛：中英交通领域碳中和协同发展论坛

14:30-18:00 主论坛：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

8月27日

09:00-12:00 主论坛：全面电动化与绿色低碳转型

14:00-17:30 主论坛：全球产业链协同与跨界融通

14:00-17:30 专题论坛：动力电池原材料保障与回收利用论坛

14:00-18:00 专题论坛：新能源汽车用户生态发展论坛

15:00-17:00 专题论坛：新能源汽车经济论坛

19:30-21:30
闭门会议：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首脑、全球汽车制

造商领袖闭门会（仅限邀请参加）

时间 议程

8月28日

09:00-12:00

主论坛：开放合作共同构筑智能生态

技术研讨：飞行汽车技术创新与发展路径

技术研讨：新能源汽车电驱动技术创新

技术研讨：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及绿色供应链

14:00-16:30 技术研讨：下一代电动化平台及电子电气架构

技术研讨：动力电池关键技术创新14:00-17:00

技术研讨：充换电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探索14:00-17:00



同期活动

大会同期活动

央视对话 8月26日 14:30-16:30
北京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演播室

不对外开放

2022青少年汽车无限创意征集活动
新能源汽车环岛行启动仪式

8月27日 16:00-17:00 一号会议室 参会嘉宾均可参加

汽车双创论坛（线上） 8月25日 13:00-18:00 均可参加

《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应用技术指南》发布 8月27日 14:00-14:30 二号会议室 参会嘉宾均可参加

企业同期活动

高通-骁龙数字底盘论坛 8月28日 09:00-12:00 四号会议室 参会嘉宾均可参加

中创新航新品发布及演讲
技术研讨：动力电池关键技术创新会场

8月28日下午 二号会议室 参会嘉宾均可参加

超高想象，创芯纪元
2022瑞浦兰钧能源战略发布会

8月25日 18:00-20:3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仅限邀请参加

纬湃科技媒体沟通会 8月26日 15:00-16:00 新闻中心C 仅限媒体邀请参加



现场平面图



现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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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官网-进入大会注册页面：https://sae.corpit.com.cn/wnevcmeeting

• 在“邀请码”空格中，填入主办方发给您的邀请码（注意：一个码只能使用一次，如果操作失误注册未能完成，此注册码将作废，不能继

续使用；如出现此问题，请联系主办方索要新的注册码）

如何注册参会

http://sae.corpit.com.cn/WNEVC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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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注册信息填写页面，填入相关信息，根据防疫要求，请填写“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请提供真实信息，证件姓名、证件类型及

证件号保持一致，否则无法通过核验；证件信息仅用于公安报批和防疫报备，感谢配合）

• 填写完成，点击最下方“提交”按钮

• 注册完成，您将收到系统发出的确认函，请携带此确认函，以及您登记时使用的身份证件，现场领取参会胸卡

• 胸卡信息根据注册信息直接生成，请注意填写完整的信息

如何注册参会

胸卡证件 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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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EVC组委会为参会代表推荐以下住宿酒店，且在8月26-28日期间提供酒店至会场（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的接驳班车；

通过大会服务商预定酒店，可获取优惠价格；

• 大会期间酒店房间紧张，请尽早预定，住宿费用自理。

✓ 点击网站链接：https://jinshuju.net/f/NAX4yJ 即可预订酒店；

✓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预订酒店；

✓ 如已预定房间需要取消，或在订房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联系 郭宇航：18641877866。

酒店预订

<<  酒店预订

https://jinshuju.net/f/NAX4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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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酒店（地址：科谷一街8号院2号楼）

酒店由国际著名的洲际酒店集团管理。酒店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部，距离毗邻京东，小米，京东方，

距离环球影城约30分钟车程，酒店坐落在经开区国家信创园内，毗邻京沪高速公路，交通便利，距离地铁亦庄线

经海路地铁站约步行20分钟。

交通信息

距离会展中心5.8KM

北京丰大国际大酒店 （地址：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0号）

北京丰大国际大酒店位于北京市经济开发区核心黄金地段，毗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中心公园，地铁亦庄线直达，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地下一、二层为桑拿洗浴、健身房、游泳池、KTV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满足您的多样需

求。

交通信息

距离会展中心3KM

酒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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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地址：大兴区荣华南路12号）
酒店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BDA）核心区域，与众多世界五百强及国内著名企业毗邻，我们是服务于各种商务旅行者及会议

的高端商务酒店。饭店设有室内温水游泳池、健身中心、水疗中心等，为您提供休息与放松的悠闲场所，让您尽享假期的舒

适与便捷。

交通信息

距离会展中心1.4KM

亦庄朗丽兹酒店（地址：经济开发区西环北路18号 ）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北路 (亦庄桥地铁站对面)。酒店位于北京亦庄经

济开发区核心商圈，临近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及大族广场、华联购物中心、亦庄创意生活广场、旧宫住总万科等大型休息购

物中心等，地铁亦庄桥站距酒店步行约5分钟，距环球度假村驾车约30分钟。

交通信息

距离会展中心6.8KM

酒店信息

北京亦庄开发区全季酒店（地址：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18号）
酒店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18号院（亦庄核心地段），距离亦庄核心商圈（华联力宝广场、大族广场、亦庄创意生

活广场、城乡世纪广场）及京东总部、京东方、北京奔驰等公司约8分钟车程、汇龙森、隆盛、嘉捷科技园等近在咫尺，酒

店距离环球影城距离约13公里，打车35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交通信息
距离会展中心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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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出租车/驾车前往会场（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 北京站（火车站） →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约30公里

• 北京南站（火车站）→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约20公里

• 北京西站（火车站）→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约30公里

•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约40公里

•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约37公里

大会组委会提供 首都国际机场 / 大兴国际机场 至会场的免费接驳班车

地铁：荣昌东街站（亦庄线）

提示：请尽早进行航班或高铁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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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信息：机场-会场接驳

机场穿梭巴士时刻表

日期 始发站 经停站 终点

2022-8-25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18: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40/16:40/19:4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18: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40/16:40/19:40

2022-8-26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10/16:1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40/16:40

2022-8-27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10/16:1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T1/T2
12:00/15:00

朗丽兹酒店→丰大国际大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全季酒店→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40/16:4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8: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9:0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8: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北京大兴机场T1/T2

19:00

2022-8-28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1:3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T1/T2
11:3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20/15:20/18:3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全季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丰大国际大酒店→朗丽兹酒店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
15:00/17:00/20:1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20/15:20/17:5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全季酒店→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丰大国际大酒店→朗丽兹酒店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T1/T2
15:00/17: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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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信息：酒店-会场接驳

酒店-会场接驳班车时刻表（路线一）

日期 始发站 经停站 终点

2022-8-26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07:10/07:55/08:15/08:55

丰大国际大酒店 07:20/08:05/08:25/09: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07:30/08:15/08:35/09:15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07:35/08:20/08:40/09:2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7:40/08:25/08:45/09:25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1:55/12:55

丰大国际大酒店 12:05/13: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2:15/13:15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2:20/13:2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25/13: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00/14: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3:05/14: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3:10/14:10 

丰大国际大酒店 13:20/14:2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3:30/14: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7:30/18:00/18:5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7:35/18:05/18:5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7:40/18:10/19:00 

丰大国际大酒店 17:50/18:20/19:1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8:00/18:30/19:20

2022-8-27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07:30/08:10/09:05/09:15

丰大国际大酒店 07:40/08:20/09:15/09:2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07:50/08:30/09:25/09:35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07:55/08:35/09:30/09:4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8:00/08:40/09:35/09:45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2:00/13:00

丰大国际大酒店 12:10/13:10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2:20/13:2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2:25/13: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13: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00/14: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3:05/14: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3:10/14:10

丰大国际大酒店 13:20/14:2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3:30/14: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7:30/18: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7:35/18: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17:40/18:10

丰大国际大酒店17:50/18:2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8:00/18:30

2022-8-28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07:45/08:05/08:50/09:10

丰大国际大酒店 07:55/08:15/09:00/09:20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08:05/08:25/09:10/09:3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08:10/08:30/09:15/09:3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8:15/08:35/09:20/09:4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1:55/12:55

丰大国际大酒店 12:05/13: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12:15/13:15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2:20/13:2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25/13: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3:00/14:00

北京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13:05/14:05

北京兴基伯尔曼酒店 13:10/14:10

丰大国际大酒店 13:20/14:20

朗丽兹酒店（北京亦庄桥地铁站店）
13: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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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信息：酒店-会场接驳

酒店-会场接驳班车时刻表（路线二）

日期 始发站 经停站 终点

2022-8-26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07:10/07:55/08:15/08:55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07:25/08:20/08:30/09:1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7:40/08:25/08:35/09:25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2:00/13:0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2:15/13:1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13: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55/13:55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3:10/14:1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3:25/14: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7:25/17:55/18:5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7:40/18:10/19:05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7:55/18:25/19:20

2022-8-27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07:30/08:10/09:05/09:15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07:45/08:25/09:20/09: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8:00/08:40/09:35/09:45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2:00/13:0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2:15/13:1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13: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55/13:55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3:10/14:1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3:25/14: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7:30/18:0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7:45/18:15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8:00/18:30

2022-8-28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07:50/08:05/08:55/09:1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08:05/08:20/09:10/09:2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08:20/08:35/09:25/09:4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2:00/13:00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2:15/13:15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30/13:30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12:55/13:55

全季酒店（北京亦庄开发区店）
13:10/14:10

北京亦庄通明湖智选假日酒店
13:25/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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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的有关要求，与会嘉宾需符合以下要求方可进入场馆：

1. 7日内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人员，不能参会；

2. 7日内有一例本土病例报告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不能参会；

3. 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参会人员，7日内有一例本土病例报告所在镇、街道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不能参会；

4. 北京以外地区的参会嘉宾，出发前注册“北京健康宝”，并确认“北京健康宝”无弹窗；

5. 参会嘉宾需在会前，通过会前健康自测小程序完成防疫信息申报；

6. 参会嘉宾需通过大会注册系统提前注册，输入证件信息进行核验；

7. 参会嘉宾持本人身份证进行现场报到，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疫情和安全查验；

8. 现场所有参会嘉宾需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北京健康宝绿码、

通信行程码绿码、佩戴口罩入场。

外地人员认证“北京健康宝”可能需要2天时间，请在会前完成认证操作。

防疫须知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以上规定将根据国家防控指南的更新而相应调整，请保持关注最新消息。 北京健康宝 健康自测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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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会场及周边核酸采样点信息

北京博尔诚医学检验所核酸采样点
时间：08:00-12:00，13:30-20:00
距离会场：632m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开区荣华街道荣昌东街地铁站

北京博尔诚医学检验所核酸采样点
时间：08:00-12:00，13:00-17:00
距离会场：933m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同济中路甲16号（北京三箭和众鼎电子有限公司北区门口）

北京博尔诚医学检验所核酸采样点
时间：08:00-12:00，13:30-20:00
距离会场：1.4km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开区荣华街道同济南路地铁站

北京安诺优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时间：24小时
距离会场：3.6km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88号生物医药园B1栋

索真医学核酸检测(亦庄荣华南路采样点)
时间：09:00-11:30，14:00-17:00
距离会场：1.8km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族广场T3西门（临近荣华南路）

北京爱普益医学检验中心核酸采样点
时间：09:00-12:00，13:00-22:00
距离会场：1.9km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地盛东路和利时集团（地盛中路）

会场核酸点：

地点：A展馆门口，南广场东侧

开放时间：8月25-28日，每日9:00-17:00

需携带身份证件进行核酸检测

会场周边核酸点：

现场核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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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京健康宝弹窗申诉流程

① 关注北京12345微
信公众号

② 点击“民意直通” ③ 注册12345信息 ④ 点击“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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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京健康宝弹窗申诉流程

⑤ 点击健康宝赋码状
态、弹窗纠错

⑥ 填写相关信息 ⑦ 查询申诉结果 ⑧ 申诉结果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