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 第十一届 CPRJ 车用塑料技术论坛暨展示会 

时间： 2022 年 11 月 17-18 日       

 

   会议亮点： 

地点： 中国 上海 扬子江丽笙精选酒店    400+ 行业精英参与 

 特邀嘉宾 

 整车企业 

 新能源汽车 

 内外饰/零部件厂 

40+  供应商展示  

70% 整车、新能源和零部件厂商 

宝马、奔驰、丰田、上海大众、通用、沃尔沃、长城、中国一

汽、蔚来、特斯拉、合众、零跑科技、智己汽车、博格华纳排

放系统、法雷奥市光车灯、新泉汽车饰件、劳士领汽车配件、

华翔自然纤维、伟巴斯特车顶系统、延锋安道拓座椅、延锋

百利得汽车安全系统、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依工电子元

件紧固装置等 

20+ 专家报告分享 

#汽车光导/光饰 #动力总成 #电子接插件 #内外饰 #电动

门把手 #座椅 #减重减排 #沉浸式内饰 #新能源汽车电池

管理 #低碳管理 #汽车减碳 #汽车轻量化 #再生塑料 

主题： 科技 x 设计 低碳塑未来 

主办单位：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承办单位： 

 

日程：   

 11 月 17 日 

上午：主论坛 
下午：分论坛 
- 轻量化与内外饰 
- 汽车电子与智能驾驶 
-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与电池安全 
全天：OE 汽车丨采购项目对接会（橡塑专场） 

 11 月 18 日 
上午：主论坛 

分论坛：- 新能源车轻量化与可持续发展 
              - 新能源车集成化与智能内外饰 

下午：汽车行业热点技术互动交流——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
统有限公司 

    

   行业趋势 

 2021 年 1-5 月，中国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36.4%，为 1062.6 万辆，占全球 30%+，为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基地 

 丰田、大众、雷诺-日产-三菱联盟领跑全球整车市场，份额合计 31.7%；国内长城汽车 1-7 月累计销量超 70 万

辆，同比增长 49.9%； 海外销量超 7 万辆，同比增长 176.2%，占整体销量 10.4%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今年初同比增长 238.5%，达 17.4 万辆；97%的问卷受访者表示有意愿购买新能源汽车  

 今年底，全球车用塑料市场规模预计超过 95 亿美元，达 750 万吨；到 2031 年，预计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 9% 

 新能源汽车车用塑料市场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26.9%，将在 2025 年增长到 26.21 亿美元 

     （数据来源：成都汽车产业研究院、长城汽车、中汽协、奥升德联合《第一电动汽车网》问卷、FMI、market and market 等）                                                              

 

  赞助商/参展商  
阿博格、保科热流道、丹耐斯、发那科、富强鑫、鸿利达、金纬、卡博特、酷捷干冰、力劲、麦德尔美乐斯、模斯堡、宁
波色母粒、普朗斯、日钢、森田印刷、山东星达、泰瑞、陶氏、威猛、熙视光电、伊之密、英柯欧、振雄、中山大亮彩等 

(排名不分先后，更多赞助商陆续确认中) 

  全方位宣传 

 雅式橡塑网 AdsaleCPRJ.com 同步更新论坛、赞助商和行业资讯，延伸线下论坛影响力。月访客量 11 万+人次 

 CPRJ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每日推文更新，分享独家花絮。微信粉丝数 5.6 万+，微博 160 万+ 

 CPRJ 电子周报每期发送至 20 万+会员，平均月浏览量 17 万+，单月最高接近 25 万 

 主流媒体和合作机构助力品牌传播：新浪网、腾讯网、中华网、大众网、今日头条、Modern Plastics India 等 



                                               
 

 观众阵容（拟邀请）  

整车厂/新能源车企  

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 

宝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人运通技术有限公司 

理想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博郡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苏州同捷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集团 

悠跑汽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内外饰/汽车零部件厂 

博格华纳排放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博泽汽车技术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采埃孚（中国）有限公司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雷奥市光（中国）车灯有限公司 

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 

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劳士领汽车配件（昆山）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马勒技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马瑞利汽车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麦格纳汽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敏实集团有限公司 

默勒科技汽车部件（廊坊）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自然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拉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伟巴斯特车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依工（宁波）电子元件紧固装置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 

（更多受邀观众陆续确认中） 
 

2020 年第十届回顾：2020 第六届回顾：

AdsaleCPRJ.com/AutoReport 

 

408 位参会者           202 家企业 94%为企业高管、总工、研发及采购人员 

 
91%赞助商 

 
96%赞助商 

 
94%现场观众 

对参会成效感到满意至非常好 认为达到参会目的 表示会推荐同仁参加下届 CPRJ 论坛 

http://emarketing.adsale.com.hk/content/htmls/epub/CPRJ/AutoConf20_Report_SC.pdf


                                               
 

 

 

   赞助商评语 

 

 

 

 

 

   观众寄语 

 

 

 

 

 

 

 

  展品范围 

 

 3D 打印技术 

 碳纤维 

 挤出、注塑机械  

 橡胶、热塑性弹性体 

 塑料玻璃 

 检测仪器和服务 

 添加剂 

 橡胶机械 

 工程塑料 

 汽车零部件制造设备 

 其他创新材料 

 模具、热流道 

 辅助设备、自动化设备、工业器材 

 改性塑料、增强塑料、复合塑料           

 热压、装潢和印刷等加工设备 

 更多前沿工艺 

 

 

 

 如需赞助或参展，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雅式出版有限公司（雅式集团） 

Heley Fu 付洁女士 

电话：+86 755 2354 7186 

手机：+86 139 2650 6418 

电邮：event@adsale.com.hk  

论坛网站：AdsaleCPRJ.com/Conference 

全球网络：AdsaleCPRJ.com/GlobalNetwork 

微博：CPRJ 中国塑料橡胶 

微信号：AdsaleCPRJ 

 

 
 
 

 
 

 

 

 

   

  

注：雅式出版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论坛的最终解释权 

 

非常细致的组织，活跃的牵线搭桥，收获颇丰！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好，交流环节很接地气。 

 

 

无锡欧龙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感谢雅式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招待，论坛行程安排

非常合理，干货满满，让我们收益颇多, AI 时代的

到来，材料行业和汽车行业也紧跟步伐，希望我们

能协同前进，为汽车材料行业的创新和发展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 

敏实集团 

 

 

举办得非常不错，收获也很多。作为一家新能源车企，

对材料创新需求很多，在会上也收获颇丰, 希望在未

来的会议上能听到更多更优质的技术分享。祝愿以后

越办越好！ 

 

天际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mailto:event@adsal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