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2017）中国国际汽车轻量化塑料及创新材料发展论坛
暨2017第七届国际汽车轻量化技术及材料科技创新应用年度峰会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中国）年度峰会

时间：2017年10月26-27日
地点：中国·苏州·常熟国际饭店
隆重举行



由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
（APIMC）、国际汽车轻
量化绿色科技联盟（IALTA）
发起，苏州常熟市人民政府、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支持、韩
国电动车协会、国际先进材
料与制造工程学会北京分会、
电车人联合会协办、东道主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承办的第十一届
（2017）中国国际汽车塑
料及创新材料发展论坛暨
2017第七届国际汽车轻量
化技术及材料科技创新应用
年度峰会于2017年10月
26-27日在中国苏州常熟国
际饭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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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北京汽车、上海汽车、
长安汽车、北汽福田汽车、福特汽车、标致雪铁龙、
宝马汽车、奔驰汽车、大众汽车、奇瑞捷豹路虎汽
车、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丰田汽车、吉利汽车、
奇瑞汽车、比亚迪汽车、广汽、长城汽车、众泰汽
车、江淮汽车、前途汽车、长江新能源汽车、延锋
伟世通、李尔、博世、法雷奥、佛吉亚、华翔零部
件、科思创、索尔维、陶氏化学、汉高化学、三菱
化学、中石化、中车集团、克劳斯玛菲、韩国LG海
坚电机、韩国 ONE SYSTEMS、中国汽车零部件
工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微型电动车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科学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
所、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德国华人汽车工程师协
会、韩国电动车协会、国际民防协调署、江苏省常
熟市政府、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一带一路”
涉及国家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机构等400多位来自
中国汽车OEM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整车厂、
汽车材料制造商、零部件及专家与会，本届峰会关
注汽车生态：绿色制造与协同发展；绿色汽车轻量
化技术及高性能材料在整车生产的集成应用及结构
部件的优化设计开发，汽车轻量化塑料创新技术在
汽车发动机、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燃油系统、汽
车车身、底盘、内外饰件、保险杠、电子组件以及
新能源汽车技术革新应用。与会专家分享汽车轻量
化技术革新与绿色生态汽车材料轻量化科技优化创
新、促进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及管理系统科技应用；
加快新能源-电动汽车科技研发及智能化、轻量化与
智能网联技术革新发展。
论坛是汽车轻量化技术与绿色生态材科技革新应

用的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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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星期三）下午
IALTA/APIMC执行理事会联席会议暨
配套发展（闭门会议）
在当前汽车产业变革的新形势下，IALTA主机厂、零部件、轻量化材料供应商
及科研机构整个产业链如何协同参与汽车OEM新车型轻量化部件“关键技术
项目同步开发与相关产品配套、联盟开放创新性轻量化关键技术课题开发与
IALTA成员企业产业链配套优势、IALTA发展与成员如何寻找商业共赢模式，
成员产品线如何加强协同发展，这也是汽车联盟于10月25日下午召开
IALTA/APIMC执行理事会联席会议暨配套发展（闭门会议）上成为成员关注
的重点，出席本届 IALTA/APIMC执行理事会联席会议的核心成员有45家，
联席会议期间，为加强IALTA成员企业产业链配套以及IALTA与联盟成员在未
来新能源汽车产品线协同创新科技应用，促进亚太地区绿色汽车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联盟还举行了IALTA汽车生态：绿色制造与协同发展倡议宣言活动暨
IALTA亚太新能源-电动汽车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北汽车研究院副院长/ 
IALTA执行主席王旭 、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首席总
工程师/IALTA副主席褚东宁、科思创亚太区商业运营聚碳酸酯事业部高级副
总裁/IALTA副主席HOLLY LEI 、前途汽车总裁 /IALTA执行理事王克坚、法
雷奥雨刮系统亚洲区总裁/IALTA执行理事JOHN.CHEN 、佛吉亚总监
/IALTA执行理事马佳、长江新能源汽车副总经理/IALTA执行理事熊飞、广州
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IALTA执行理事陈建伟、富奥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IALTA执行理事杜辛跃、吉利汽车研究院内外饰部长/
执行理事朱向荣、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裁/IALTA副主席田亚梅、
NTSM董事长/IALTA副理事长ALBERT YIN、GLOBAL DIRECTOR 
AUTOMOTIVE MARKET SOLVAYDR. JAMES MITCHELL、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监黄宗斌、索尔维全球汽车市场经理/IALTA副主席顾騋、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IALTA执行理事徐勇、陶氏化学汽车
系统事业部亚太区市场经理/IALTA执行理事EDWARD YUE、德国HBPO睿
智汽车零部件研发部总经理DR.-ING. GAOMING ZHAO、宁波华翔自然纤
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理事孙峻、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IALTA副主席祝颖丹、海龙模具塑料制品董事长颜美聪、前途汽车
高级技术顾问/IALTA执行理事汤瑞麟等45位执行理事会成员参与IALTA汽车
生态：绿色制造与协同发展倡议宣言活动暨IALTA亚太新能源-电动汽车创新
联合体启动仪式。

IALTA/APIMC执行理事会联席会议

主
持
人：
执
行
会
长
陈
平
生

执
行
主
席
王
旭



左起：
执行会长：陈平生、执行主席：王旭、副主席：田亚梅、褚东宁、Holly Lei、Dr. James Mitchell
执行理事：杜辛跃、陈晓光、顾騋 ，王克坚、陈建伟、徐勇
执行理事：赵高明、熊飞、朱向荣、孙峻、乐传华、祝颖丹
执行理事：谢富平、 丁贤麟、汤瑞麟、马佳 、颜美聪 、曹建

IALTA执行理事会联席会议暨配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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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TA/汽车生态：绿色制造与
协同发展宣言仪式 IALTA

抱团发展



10月26日上午 /贵宾厅交流
10月26日上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勤第先生
在会议中心贵宾厅接见了IALTA联盟主要成员以及来自
国内外的主要嘉宾，一同出席26日上午的全球汽车轻量
化与绿色科技创新（苏州）峰会并致东道主欢迎词。周
勤第市长在致辞中表示：新能源汽车是国家“十三五”
重点规划战略发展产业，未来汽车产业将在智能绿色制
造及轻量化科技发展革新；常熟市政府将大力发展智能
汽车及轻量化科技产业，建立新兴的智能汽车产业城市，
欢迎国内外的先进智能汽车制造技术和企业来苏州常熟
发展，也为中国汽车产业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中欧
汽车材料委员会主席/联盟理事长JEAN-CLAUDE 
STEINMETZ 致欢迎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
盛基致贺词。北汽研究院副院长/IALTA副主席王旭做主
题为中国汽车轻量化发展与北汽未来材料科技应用的精
彩演讲，长江新能源汽车副总经理/ IALTA执行理事熊
飞发表主题为中国汽车轻量化发展与长江新能源汽车创
新演讲、科思创亚太区商业运营聚碳酸酯事业部高级副
总裁/ IALTA副主席HOLLY LEI分享“跨越极限-科思创
在未来汽车中的呈现”的精彩演讲、GLOBAL 
DIRECTOR AUTOMOTIVE MARKET SOLVAYDR. 
JAMES MITCHELL 发表了汽车市场的进化论的创新发
言。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张建强介绍了绿色制造创新：常熟汽车城生态发展战略
的发言。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勤第接见
IALTA执行理事会主要成员领导



签到

现场一角活动现场一角

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活动场所&注册&报到



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签字&嘉宾合影



10月26日上午
全体大会
主题论坛：
全球汽车轻量化与
绿色科技创新
（苏州）峰会

致辞嘉宾：

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主席/联盟理事长Jean-Claude Steinmetz    致欢迎词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勤第 致东道主欢迎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 致贺词



演讲嘉宾：

王旭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

IALTA副主席

熊飞
长江新能源汽车副总经理

IALTA执行理事

Holly Lei
科思创亚太区商业运营聚碳酸酯

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IALTA副主席

Dr. James Mitchell

Global Director Automotive Market 

Solvay

田亚梅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裁

IALTA副主席
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



专题讨论：变革未来：
汽车业将如何实现绿色
制造与创新发展？
专题讨论嘉宾关注中国汽车面对智能化、新能源化、
智联网、轻量化发展趋势：聚焦探讨：OEM厂商如何
从控制成本和技术研发路径的角度出发为量产车生产
设定汽车新车型研发战略目标，从而促进中国汽车
OEM厂商加快实现低成本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量产化
集成应用。探寻中国量产车轻量化集成应用技术路径？
汽车业有将如何实现绿色制造与生态科技转型升级？
的精彩互动。参与专题讨论主要嘉宾有：东风汽车公
司技术中心首席总工程师/IALTA副主席褚东宁、北汽
股份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王 旭、法雷奥雨刮系统亚洲
区总裁JOHN.CHEN、韩国 ONE SYSTEMS总经理
金俊范、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总院总
工程师李德高、江淮汽车股份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唐
程光、GLOBAL DIRECTOR AUTOMOTIVE 
MARKETDR. JAMES MITCHELL、北京长城华冠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克坚、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董学锋、科思创亚太区商业运营
聚碳酸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IALTA副主席HOLLY LEI、
德国HBPO睿智汽车零部件研发部总经理DR.-ING. 
GAOMING ZHAO，专题讨论由长江新能源汽车副
总经理/IALTA执行理事熊飞主持。



2017年度IALTA（中国）汽车轻量化绿
色科技创新奖颁奖盛典&第三届IALTA
联盟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颁奖盛典
发起活动宗旨：
倡导汽车轻量化技术与绿色科技创新应用，促进创新材料技术在汽
车内饰件、外饰件、保险杠、传动系统、燃油系统、底盘、发动机
部件创新科技应用 ，展示现代汽车绿色制造技术及轻量化橡塑前
沿科技成果，为汽车OEM轻量化绿色科技提供更好的创新技术产
品解决方案，加强材料制造商、汽车OEM和零部件及科研机构科
技协同共赢发展，推进绿色、节能、环保、安全的可靠性供应链创
新技术及科技产品，助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轻量化塑料部件关键技
术开发。

活动目标：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轻量化塑料及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
与创新科技应用，由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
技联盟、联合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发起组织的IALTA（中国）汽车
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于2014年在中国启动，得到业界
的积极参与。
2017年第三届“ALTA（中国）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评选
活动，本次活动将设立科技创新奖奖项
活动旨在予助力中国汽车轻量化发展与绿色材料科技创新应用
(2016-2017年度)作出卓著贡献的科学家和自主创新领军人物、
并广受汽车OEM及业界高度关注的创新产品和科技型企业。
评委会将采取公平、公正、公开形式向业界征集和行业推荐为中国
汽车轻量化“以塑代钢”技术做出特殊贡献创新领军人物以及突破
性科技项目-（2016-2017年度）推出的在汽车领域得以成功应用
的创新技术和环保产品。

评选活动流程：
评选活动安排：
1、轻量化创新科技产品推荐申报启动，参选报名时间：2017
年1月12日-2017年9月20日
2、评委会组织评审：首批评审入围名单提名，（2017年9月
30日）
3、2017年9月10日-2017年9月30日首批入围名单公示、汽
车OEM投票及评委会评审获奖名单
4、颁奖盛典 地点：中国.苏州
时间：2017年10月26日



荣获2017年度第三届IALTA（中国）
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名-CFRP
参选单位：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碳纤维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G10-F

参选单位：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
连续-非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智能制造工艺与装备

参选单位：
青岛华涛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大型柴油机用塑料缸盖罩盖

参选单位：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3D打印用聚酰胺6粉末

参选单位：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高阻尼泡沫减振产品

参选单位：陶氏化学DOW 
获奖项目：CHEMICAL BETAMATE 结构胶

参选单位：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塑料玻璃：全景天窗等车窗，高光塑料外饰件

荣获2017年度第三届IALTA（中国）

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名单-PC
参选单位：

赢创工业EVONIK：

获奖项目：

拉压工艺用于批量化、低成本的三明治结构复合材料零件

参选单位：

苏州润佳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低密度聚丙烯与适当薄壁结合应用技术

参选单位：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 新能源汽车电池组部件用环保阻燃尼龙材料

参选单位：

南通复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碳纤维复合材料绿色回收再利用技术

参选单位：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获奖项目：木纤维-自然纤维复合材料应用

2017年度IALTA（中国）汽车
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颁奖盛典

创
新
奖
力
量



苏州电视台

主要合作媒体

2017年度IALTA（中国）汽车轻
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盛典盛况
会议期间，主持创新奖颁奖嘉宾由北汽研究院副院
长/IALTA执行主席王旭和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
主持IALTA（中国）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颁
奖仪式，40位评审专家及汽车OEM的嘉宾代表共
同见证创新奖项颁奖仪式，获汽车轻量化科技创新
奖的第一批成功入围的12个创新产品，分别是来
自科思创聚合物参选的“塑料玻璃：全景天窗等车
窗，高光塑料外饰件”、汉高化学参选的“高阻
尼泡沫减振产品（HIGH DAMPING FOAM 
PRODUCTS）”、陶氏化学参选的
“BETAMATE 结构胶”、索尔维参选的“3D打
印用聚酰胺6粉末”、赢创参选的“拉压工艺
（PULPRESS）用于批量化、低成本的三明治结
构复合材料零件”、南京聚隆科技参选的“新能源
汽车电池组部件用环保阻燃尼龙材料”、宁波华翔
参选的“木纤维-自然纤维复合材料应用”、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和吉利汽车参选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G10-F”、苏州润
佳工程塑料参选的“低密度聚丙烯与适当薄壁结合
应用技术”等企业推选的轻量化创新项目获奖。创
新奖评选活动由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国际汽车轻
量化绿色科技联盟发起联合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组
织，创新奖于2010年在中国启动“IALTA（中国）
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旨在助力中国汽车轻
量化发展与绿色科技创新应用作出卓著贡献、并广
受汽车OEM及业界高度关注的创新科技产品，目
前已有500多项汽车轻量化创新科技项目参选，进
一步推进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轻量化塑料部件关键技
术开发与创新科技应用。

会议期间，北汽研究院副院长/IALTA执行主席王旭和IALTA执行会长
陈平生公布并履行向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副院长高岩
先生、科思创亚太区商业运营聚碳酸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雷焕丽女士、
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全球市场经理顾騋先生颁发副主席牌
匾。并授予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克坚先生、法雷
奥雨刮系统亚洲区董事总经理陈晓光先生执行理事、绿驰汽车首席执行
官陈枫先生、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峻先生、海南钧
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勇先生、艾曼斯（苏州）工程塑料有
限公司汽车事业部中国区经理Michael Kaisser、克劳斯玛菲反应注射
成型销售&服务副总裁徐玉堂先生、陶氏化学市场经理EDWARD YUE、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践先生等20位新成员颁发第三届
IALTA联盟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荣誉证书。



2017年度第三届IALTA联盟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授牌盛典

IALTA执行理事：

陈枫先生

1、绿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波先生

2、芜湖天道绿色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3、田洪福先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规划部副部长

唐程光先生

4、江淮汽车技术中心副主任

林国贵先生

5、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

史践先生

6、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克坚先生

7、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晓光先生

8、法雷奥雨刮系统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IALTA专家理事：

孙立清先生

9、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

田宇黎女士

11、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技术部轻量化技术科科长

IALTA副主席：

1、雷焕丽女士

科思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亚太区商业运营聚碳酸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

2、高岩先生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3、顾騋先生

索尔维（上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全球市场经理

IALTA执行理事：

4、孙峻先生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5、徐勇先生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6、Michael Kaisser

艾曼斯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汽车事业部中国区经理

7、徐玉堂先生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反应注射成型销售&

服务副总裁

8、乐传华先生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荣获第三届（APIMC）
IALTA执行理事会
证书名单（新增选）

IALTA名誉主席
Myung oh, ph. D

韩国前副总理
兼科学技术部长官



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创新奖
颁奖盛典风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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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IALTA执行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授牌盛典风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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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TA副主席：

雷焕丽女士

科思创

IALTA副主席：

高岩总院副院长

北汽福田汽车

IALTA副主席：

顾騋先生

索尔维工程塑料

全球市场经理 IALTA执行理事：

陈晓光先生

法雷奥雨刮系统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IALTA执行理事：

王克坚先生

前途汽车总裁

IALTA执行理事：

乐传华先生

陶氏化学市场总监

IALTA执行理事：

孙峻先生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总经理

徐勇先生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国贵先生

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总经理

Michael Kaisser

艾曼斯汽车事业部中国区经理



10月26日（星期四）下午
专题论坛1
第四届汽车轻量化与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应用国际研讨会

祝颖丹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IALTA副主席

张定金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天孝
科思创汽车应用开发

技术经理

熊建民
众泰汽车工程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

Wang DongChua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陈长年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高级顾问/研究员

马佳
佛吉亚总监

IALTA执行理事

田宇黎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轻量化技术高级经理

IALTA专家理事

演讲嘉宾：



10月26日（星期四）下午专题论坛2
新能源汽车电池创新与管理系统技术发展研讨会



Maximilien Savoretti
国际民防组织亚太地区项目巡视员

PAR YOUNG GYU
韩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联合会会长

韩国IALTA名誉主席
Myung oh, ph. D韩国前副总理

兼科学技术部长官栓韩国代表团出席盛会

现场一角

IALTA名誉主席
Myung oh, ph. D

韩国前副总理
兼科学技术部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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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熟市委书记王飏 致辞25日IALTA执行理事会
政府嘉宾招待晚宴



招待晚宴

致词：常熟市政府领导
IALTA执行主席王旭



MYUNG oh, ph. D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名誉校长

韩国前副总理

罗会明
中国微型电动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副秘书长
中国微型电动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王克坚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
IALTA执行理事

金载学博士
韩国HIGEN MOTORCEO

海坚电机总裁

韩国 One Systems
总经理

Maximilien Savoretti
国际民防组织亚太地区

项目巡视员

邓煜坤
厚势网CEO

会场一角10月27日上午
专题论坛3
中国新能源汽车
创新国际峰会



发言一角

10月27日上午专题论坛4
第二届绿色汽车内外饰创新
与轻量化技术研讨会



会议期间：
IALTA100多位成员
与会嘉宾代表参观考察：
内容：
常熟汽车工业园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
观致总装线-生产基地及技术中心

参观考察



创新科技展览 主要参展单位：
诺特斯曼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精超力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科思创



2017年IALTA也将配合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整车轻量化大趋势，全面推进汽车轻量化碳纤
维复合材料、生物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及轻质材料产业链配套和零部件产业化国际商业应
用；加强汽车轻质材料制造商、整车厂、零部件、研发机构和联盟成员的产品协同创新开发
和产业链配套整合，并联合欧盟各国及中国政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城市汽车
产业链及零部件国际合作及共赢发展。

更多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

第十二届（2018）国际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及新材料、智能科技应用（中国）展览会.
时间：2018年8月上海

第十二届（2018）国际汽车轻量化塑料及创
新材料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国际汽车轻量化技术
及材料科技创新应用年度峰会

2018年度第四届IALTA（中国）汽车轻量化
绿色科技创新奖颁奖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