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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要

Conference Synopsis

新能源需求

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列入中国“国家十三五产业规划"
的新兴战略发展重点。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新
政的陆续出台，以及《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正式发布，该政
策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而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整
车重量相对较大,比能量和比功率仍然偏小,；新能源
汽车轻量化及绿色材料开发与产品革新和产品线升
级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课题； 新能源汽车
轻量化制造关键技术研发和整车轻量化集成应用技
术突破要求迫在眉睫。



关于会议

About the meeting

为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材料制造商及内外饰
系统产品开发与创新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品线研发及
产业链的配套和行业健康发展。由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
技联盟（IALTA）、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发起组建成立的
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于2018年3月30日在张家
港举行成立大会。根据分会议程全体会员表决通过IALTA新
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章程修订；分别选举产生IALTA新
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组织机构成员
名单；江苏长顺集团副总裁张良华当选第一届IALTA新能源
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会长，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当选为分
会理事长，前途汽车高级技术顾问/IALTA执行理事汤瑞麟
当选IALTA分会技术委员会主席；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授
总会执行理事会的委托，宣读IALTA分会章程及第一届
IALTA分执行理事会成员表决通过仪式，IALTA执行理事长
Jean-Claude Steinmetz 履行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
分会会长单位江苏长顺集团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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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配套和行业健康发展。由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
技联盟（IALTA）、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发起组建成立的
IAL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于2018年3月30日在张家港
举行成立大会。根据分会议程全体会员表决通过IALTA新能
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章程修订；分别选举产生IALTA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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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期间，还召开了内外饰产品线配套会议——”
共创网“2018年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北京长城华冠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祝庆介绍了前途汽车第二
代电动新能源轿车开发及布局，前途汽车（苏州）有限
公司采购总监蔡炜介绍了前途汽车供应商管理和供应商
QMS第二方审核认证规范；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苗壮介绍了前途汽车第二代电
动新能源轿车规划配置，索尔维高性能聚酰胺亚太区汽
车市场总监顾騋、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孙崚、浙江繁盛超纤制品有限公司总裁孙进琳 、惠
州海龙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颜美聪、佛吉亚汽
车座椅有限公司总监马佳、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有
限公司Klaus Schoen 、北京纳盛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教授/总工程师方鲲，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
司开发部经理高金、流行色协会招霞等参与分享发言，
成员们围绕前途汽车新车型项目及内外饰产品线共同开
发领域深入交流洽谈。
会议上张良华会长会议总结汇报，并部署IALTA新能源
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共创网”2018年工作计划；会
议期间，成员还参观考察江苏长顺集团和研发中心。



与会嘉宾/代表在酒店大堂集合

长顺集团会场与会嘉宾/代表签到



参观考察及交流

分会会长单位：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





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成立大会

IALTA NEVIESA Establishment Conference

陈平生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
执行会长

IALTA分会执行理事会
表决通过仪式
及宣布分会成立

张良华
江苏长顺集团副总裁
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
分会会长

分会长发言

田亚梅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
副总裁
IALTA执行副主席

致贺词

汤瑞麟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途汽车高级技术顾问
IALTA执行理事

IALTA新能源汽车
内外饰系统分会筹备创建
及《共创网》2017年度工作汇报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北京长城华冠
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前途汽车第二代电动新能源轿车开发
及布局概况介绍

蔡 炜
前途汽车（苏州）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

前途汽车供应商管理和供应商QMS
第二方审核认证规范

苗 壮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部经理

前途汽车第二代电动
新能源轿车规划配置

Klaus Schoen
江苏长顺高分子材料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长华揽胜聚醚
在汽车轻量化的可行性研究

祝 庆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自然纤维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

孙进琳

浙江繁盛超纤制品有限公司
总裁

超纤革新产品在国内汽车内饰上
应用与发展

招 霞
流行色协会

国内开拓和发展汽车流行色的探索

颜美聪

惠州海龙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新能源汽车
与新材料、新技术

同步开发

孙 峻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汽车内饰用革配色技术

刘先庚

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
开发部经理

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介绍

马佳

佛吉亚有限公司
总监

佛吉亚有限公司汽车座椅介绍

方 鲲
北京热塑性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所
北京纳盛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总工程师
欧洲最新大丝束CF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创新

制备成型工艺及在电动汽车上应用

高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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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ALTA新能源汽车
内外饰系统分会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
会是由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IALTA）、中欧汽
车材料委员会发起组建， 全称：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
饰系统分会，英文：IALTA New Energy Vehicle 
Interior and Exterior System Association英文简称
IALTA NEVIESA。会员来自国内外从事生产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集成、内外饰系统部件、内外饰材料、智能科技
制造商以及科研机构组成的产业机构。是代表IALTA履行
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行业制造商权益的非赢利性行业
组织。



关于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

About the IALTA NEVIESA

为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材料制造商及内外饰
系统产品开发与创新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品线研发及
产业链的配套和行业健康发展。由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
技联盟（IALTA）、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发起组建成立的
IAL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于2018年3月30日在张家港
举行成立大会。根据分会议程全体会员表决通过IALTA新能
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章程修订；分别选举产生IALTA新能
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组织机构成员名
单；江苏长顺集团副总裁张良华当选第一届IALTA新能源汽
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会长，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当选为分会
理事长，前途汽车高级技术顾问/IALTA执行理事汤瑞麟当
选IALTA分会技术委员会主席；IALTA执行会长陈平生授总
会执行理事会的委托，宣读IALTA分会章程及第一届IALTA
分执行理事会成员表决通过仪式，IALTA执行理事长Jean-
Claude Steinmetz 履行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
会长单位江苏长顺集团授牌。

IALTA NEVIESA 总 则

●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与内外饰科技应用，为国内外新能源汽车行
业和联盟成员带来福利。
●促进汽车绿色制造技术科技革新，为汽车材料研发提供良好的创
新环境。
●提高新能源汽车技术与科技发明，促进绿色材料工艺优化及汽车
轻量化发展。
●履行新能源汽车内外饰行业在绿色产品生产，环保，健康，安全
及企业社会责任。
●提高制造商生产规范、绿色标准、创新技术、创建低碳生产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
●引领新能源汽车内外饰产品线正向开发与关键技术协同创新，实
现产业持续增长和繁荣。

IALTA NEVIESA 我们的目标

■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作为代表IALTA 履行新能源汽车
工程科技及材料制造商权益的行业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加强整车厂、
零部件及IALTA成员内外饰系统创新产品协同开发与科技应用，共同
促进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创新和产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成员
带来福利。
■IALTA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 宗旨：倡导绿色内外饰系统创新
科技及应用；搭建新能源汽车产品线协同创新及产业链合作配套共
赢机制，促进内外饰行业持续发展。



成员名单

member list

IALTA分会理事长  陈平生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  执行会长

IALTA分会长      张良华
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IALTA分会技术委员会主席  汤瑞麟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第一届执行理事会成员名单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郭 晨    前途汽车  技术总监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马 佳    法国佛吉亚有限公司  总监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顾 騋    索尔维高性能聚酰胺亚太区  汽车市场总监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刘曙阳   南京聚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IALTA分会常务副会长  金烨民   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IALTA分会副会长      孙 峻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IALTA分会副会长      孙进琳   浙江繁盛超纤制品有限公司  总裁

IALTA分会副会长      颜美聪   惠州海龙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IALTA分会副会长      蒋建林   江苏丽泰针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IALTA分会副会长      杜辛跃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成员名单

member list

IALTA分会执行理事

徐 勇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俊岩
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前期技术研发及销售亚太区  总监

高金岗
苏州瑞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宏运                                丁贤麟
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苏州润佳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乐传华                                魏国
陶氏化学汽车系统  市场总监                  上海鼎真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IALTA 
NEVIESA

IALTA总会执行理事会
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分会

2018年4月1日
IALTA分会会长单位
江苏长顺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