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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共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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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领导小组

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无锡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潍坊市电动汽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盐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进办公室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郑州市科技局高新处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顶级盛会——「EV CHINA 节能与新能源车展」，是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专

业展，展会由「UTM联合贸易媒体」旗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网、NEV《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杂志发起，并联合国内外汽车协

会/学会、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贸易等专业机构共同组织举办。「EV CHINA 节能与新能源车展」以独特的办展理念，专注于

品牌化运作，每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轮流举办，形成异地联动，为客户开拓不同市场提供高效解决方案，形成一个品牌多个市

场的一站式平台，彰显展会新力量。

「EV CHINA 2020节能与新能源车展」（2020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将于2020年4月16-18日盛

大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将吸引来自国内外50多家车企的上百款新能源乘用汽车、物流车、客车等各种整车以及200多新

能源产业核心技术及配套产品。本届展会，将汇聚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内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引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技

术革新潮流。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技术交流、商贸合作、展示最新科技的优质平台。

聚焦「EV CHINA 2020 节能与新能源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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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展出面积 260+家参展企业

250+家采购企业 30,000+专业观众

2020年展会预计

往届展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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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新能源乘用车：

纯电动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太阳能汽车、低速电动轿车及其他新能源车等；

·新能源商用车：

新能源客车、新能源物流车、城市运输车、电动环卫车、电动观光车、电动货车、各种旅行车、电动高尔夫球车、电动牵引车、电动警用巡

逻车和社区指挥车、特种电动车等；

·动力驱动系统：

动力电池、电池管理系统、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驱动电机、电动控制系统、发动机、检测修复设备、监控、防护仪器及相关技术等；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CAN总线、仪表、线连接、电力电容器、超级电容器、飞轮、逆变器、电热泵、电动助力转向、电动空调、轮胎、电磁技术及相关材料等；

·电池电机配套产品：

新能源汽车电池电解液、隔离材料、正负极材料等材料；汽车电机各类磁材、电机制造设备、电机测试仪器、电机零部件及配套产品、电机

驱动及控制系统装置、绝缘材料、电磁线等；

·充电设施：

充电站智能网络项目规划及成果展示、加油站扩建充（换）电站、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展示、太阳能、风能互补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技术产品

、充电站配电设备、充电机、电能监控系统、有源滤波装置、充电桩、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直接充电设备、管理辅助设备、充换电池及

电池管理系统、停车场充电设施、智能监控、充电站供电解决方案、充电站-智能电网解决方案等；

·汽车设计：

新能源汽车整车设计、系统控制设计、车身设计等。

聚焦「EV CHINA 2020 节能与新能源车展」

同期活动: 干货分享·思想盛宴

2020同期活动预览（部分）

展会将邀请新能源汽车行业权威专家，讨论中外新能源汽车

行业最新动态、发展趋势、分工格局、相关对策等多个热门

议题。就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作深

入报告，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行情作研究报告，并对产

品开发、技术创新等作细致的演讲。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峰论坛

新能源客车交流会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技术创新论坛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高峰论坛

新能源物流车发展论坛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力企业榜单发布

* 同期活动日程安排以展会现场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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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观众

新能源汽车主机厂

公交公司

物流运输

旅游公司

新能源推广机构

各类经销商代理商

其他

部分优质买家

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进办公室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经信委产业政策处

郑州市科技局高新处

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潍坊市电动汽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盐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杭州市经信委汽车处

厦门市“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领导小组

宁波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保定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武汉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生产力促进中心

深圳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领导小组

新能源
汽车
试点
城市
推广
机构

  轿车
主机厂

商用车
主机厂

新能源
低速车

分时
租赁

江西昌河有限责任公司 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集团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奥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智车优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特斯拉中国有限公司 昶洧股份有限公司 凯翼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丽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北能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道爵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山东德瑞博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东梅拉德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

山东宝雅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威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苏打科技 盼达用车微租车

e动租车 车分享EVCARD

联程共享 宜维租车绿狗租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超级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金龙联合工业（苏州）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普朗特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北汽福田欧辉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凯客车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陕西通家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申沃客车有限公司

浙江新吉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申龙客车有限公司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荣威 东风日产启辰

江苏中一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高质卖家一对一贸易配对     

个人消费者

新能源汽车租赁机构



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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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新技术、新市场主题发言

500+ 新能源汽车技术及贸易企业

500+ 新能源汽车领域专业人士

1000+ 现场技术及贸易交流机会

数场同期专业论坛，聚焦行业热点话题
行业主流媒体出席

现场嘉宾采访

实时在线报道

展后报道集锦

为展商新技术、新产品发布提供更多平台

针对重点客户提供一对一买家邀约

指定区域指定用户定向邀约

现场展览高效导引参观

现场重点客户展位双向引荐

现场专业洽谈区商务服务

买家配对活动，提升参展收益

持续创新，驱动未来为主题

市场调研、专家评审、权威提名

凸显行业差异，覆盖众多领域

全程覆盖宣传，更有现场颁奖盛典

行业权威百强评选，推动商用车行业创新力发展

利用社交媒体扩大宣传:

用互联网的思维从移动渠
道提升展会曝光度，利用
微 博 、 微 信 、 Q Q 群 、
Linkedin等共推展会信息
，全面推广合作企业的新
产品新技术

展会电子快讯(EDM)：

主办方拥有庞大的目标买家数

据库，定期发送EDM，让展会动

态精准直达50万目标客户

直邮邀请函：

经确认有效、有决策权和影响

力的2万余名行业观众将收到展

会直邮邀请函

专业 Call Center 团队

，全年呼叫宣传，手机

短信SMS推送

国内外展会积极亮相：

扩大海内外买家收集渠道，
参观券大量发放

与超50家商用车行业媒体、

超100家用户行业媒体/市场

媒体、超20家大众媒体建立

合作关系，向对口买家作针

对性宣传及推广

组织专业买家团：

与行业权威协会、学会及各商

会，外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

馆等机构紧密合作，在全球25

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宣传及推广

展会，携手合作共同组织地区

专业参观团体，同时由各主承

办单位印发展会请柬，邀请发

改委、交通、建设、环保、公

安、消防、邮电、医疗等领域

的用户单位组团参观。

自有媒体宣传：

通过自有媒体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网专题报导、AC《车界》、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汽

车产业评论》杂志发行、NEV手

机报推送等多元化宣传方式，

汇集更多国内外优秀买家。

媒体 买家团
直邮

邀请函
EDM

买家

采购

宣传推广

同期活动

行业

评选

产品

推介

专业

论坛

广泛全面的宣传攻势，为您网罗高质素及对口买家



1. 光地展位（最少36平米
国内企业：1,980元 / 平米

国外企业：USD 500 / 平米

国内企业：19,800元 / 个

国外企业：USD 5,000 / 个
3. 标准展位（最少9平米

3mx3m标准展位按照国际标准搭建，三面围板，一块中英文楣板，一

桌两椅，两盏射灯，一个220V/5A电源插座，申请标准展位面积不小

于9平方米。转角位置须加收10%转角费。

UTM联合贸易媒体

UTM联合贸易媒体

「EVCHINA节能与新能源车展」组委会

电话：133 8191 7030

电话：021 3610 6197

邮箱：evchina@utmglobal.cn

参展/参观咨询

展位报价

如何参展

「UTM联合贸易媒体」UTM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会展主办和媒体出版机构之一，具有丰富的策

展经验和行业优势资源。是网、刊、会、展多渠道商业媒体运营模式领导者。在15个行业出

版B2B网站和专业杂志，并举办展览和会议。每年在数个行业发布企业创新力榜单。

UTM服务的核心价值：“为供应商寻找优质买家，为买家寻找优质供应商”，以极具竞争力

的线下行业会展结合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为客户创造有价值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