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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事件 
 

创新中心通过专家论证并获批复 

5 月 23 日，工信部组织召开了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

论证会，出席本次会议的工信部领导有

副部长王志军、科技司司长胡燕、副司

长范书建、罗俊杰等，以及北京市副市

长殷勇、北京市经信局局长王刚等北京

市和开发区领导。会议由干勇院士主持，

李培根院士、汪懋华院士、柳百成院士、卢秉恒院士、任露泉院士、吕薇委员、韩杰才院士、孙

逢春院士、黄庆学院士以及单徳忠院长等共 11 名院士和行业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创新中心建设方

案进行论证。国汽智联董事长携全体高管人员同部分股东单位代表参加会议，总经理严刚对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进行汇报。通过论证，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中心建设方案论证，建议完善中心的运行机制，明确各阶段发展目标，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进一步整合高校和研究院所等创新资源，吸纳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5 月 30 日，

工信部发文批复同意由国汽智联组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中心。 

 

北京国汽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获批 

北京国汽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投资”）于 7月 8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批复，正式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国汽投资将遵守私募基金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相关

规定，遵照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相关监管要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投资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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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科技司、自然资源部信息地理管理司一行调研创新中心 

6 月 26 日，工信部科技司赵策处长、自然

资源部信息地理管理司章炜处长、工信部装备司

陈春梅副调研员、北京市经信局张刚副处长、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勇主任等领导一行到创新

中心调研高精度动态地图项目，向创新中心首席

科学家李克强教授与项目团队进行了详细询问

与交流，了解了创新中心诉求，并明确下一步将

对高精度动态地图的商业模式、产业链布局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项目落地方式方法，引导中国特

色高精度动态地图生态建设。 

 

北京市经信局局长王刚考察创新中心 

5 月 29 日，北京市经信局局长王刚、科技标

准处处长仝海威、汽车处处长候颖等相关领导一

行考察调研了创新中心和国汽智联。总经理严刚

详细汇报了创新中心建设情况，随后陪同王刚局

长参观了创新中心 H5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李克

强教授携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汇报讲解，王

刚局长对实验室功能定位与研究进展进行详细询问，并了解了创新中心建设需求。 

 

L4级自动驾驶样车在CICV年会上展示 

《高度自动驾驶（L4 级）电动汽车关键技术

研发与验证平台开发》项目的重要成果，国汽智联

研发的2台L4级自动驾驶样车，在CICV2019 第六届

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CICV2019）上进行了

展示，受到了各方参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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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成果发布 
 

全国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和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就标准化工作签

署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5 月 8 日，在第五届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及标准法规国际交流会（ICV 2019）上，

全国汽标委智能网联汽车分标委（以下简称

“分标委”）冯屹秘书长与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CAICV，以下简称“联盟”）公

维洁秘书长签署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智能网联汽车分技术委员会和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就标准化工作的合作备忘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曹钢副巡视员、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国焕新副司长、天津市西青区李清区委书记、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于凯董事长以及现场来宾共同见证了本次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相互促进、真诚合作”的总体原则，

建立高效顺畅的交流沟通机制，针对各重点领域的标准体系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进行沟通，了解

双方在标准工作方面的进展，避免重复立项；在专家资源共享方面，分标委派专家对联盟标准工

作提供咨询、指导，联盟团标新项目立项审查时，邀请至少一名分标委委员担任审查专家，联盟

推荐相应工作组专家参加分标委相关工作组、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与协调；在标准体系协调方

面，双方将在《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基础上，合作开展中国智

能网联汽车团体标准体系研究并联合发布；在标准制定合作方面，分标委将联盟作为团体标准优

先合作对象，在开展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时，优先将联盟团体标准列入参考文件范畴；在开展联

合研究方面，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前瞻、空白技术领域联合组织工作团队，共同开展需求调研和标

准研究工作。 

分标委和联盟就团体标准工作开展合作，有利于发挥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业标准与市场主导

的团体标准的优势互补和协调作用，共同促进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及产业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国汽智联“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率先实现直连通信身份认证跨车企互联互通 

    2019 年 5 月 30 日，CICV 2019 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期间，国汽（北京）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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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天

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启迪云控(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发布了“V2X 安全

认证防护体系”，该体系在中国率先实

现了 V2X 直连通信身份认证和跨车企

的互联互通。 

出席此次发布仪式的嘉宾有：政府部门领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国汽（北京）

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刚、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联通智网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克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魏晨光、天翼物联科技有限公

司车联网运营中心总经理江晓炜、启迪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沈

霄、沃尔沃汽车亚太区代理副总裁田小陵、北汽集团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新技术研究院院长孔凡忠、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钊、上海淞泓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霖

等。 

发布会由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平台技术事业部副部长褚文博博士主持。参

与本届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的众多行业工程师、学术研究员、相关工作组，以及本次发布会特

别邀请到的戴姆勒、大众、宝马、奥迪、上汽集团、陕汽集团、特斯拉、Savari 公司、Titan 公司、

成都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机构代表，共同来到现场见证了这场中国 V2X 规模化应用

的重要实践。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刚表示，实践证明，智能网联汽车不能

没有 V2X，而 V2X 没有安全认证防护体系则万万不能。他特地强调，国汽智联在此发布的“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方案，就是针对智能网联汽车运行过程中直连通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以

及隐私防护等共性基础技术难题的解决，并基于 V2X 对通信的高速移动性、低时延性等特殊特性

的要求组织攻关和技术突破，以建立系统高效的 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和可信认证安全平台。 

国汽智联平台技术事业部项目总监罗璎珞对本次发布的“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的功能与应用

进行了详细介绍，对 V2X 国内产业落地阻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对 V2X 直连通信消息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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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和隐私防护做出部署。罗璎珞在最后提到，今年 7 月份，“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会发

布众测平台，10 月份会形成测试床并展开“四跨”测试，12 月份将初步建成验证场和示范区。 

随着 LTE-V2X 商用化路线和时间点的逐渐明晰，V2V 直连通信的安全需求也更加突出：一方面，

V2X 通信传递多是关于道路紧急状况、拥堵状态和安全事故的实时信息，必须保证消息由合法设

备发出，且没被篡改或重放；另一方面，在对车辆身份进行鉴别时，要避免直接使用车辆或者所

有者的信息造成的用户隐私泄露。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构建的 V2X 安

全认证防护体系正是 V2X 技术在量产车型上商业化落地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此，国汽智联联合多家科研机构、三大运营商、国内外整车企业以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领军企

业针对 V2X 直连通信功能的量产车需求，应用自主可控技术，建设汽车行业级 V2X 安全认证防

护体系，充分平衡了信息完整性、真实性防护和隐私保护，并结合 V2X 通信的高移动性特点及低

时延要求，系统全面地构建了 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 

 

国汽智联完成与 8 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智能座舱操作系统产业化

落地 

    为改变智能网联汽车缺芯少魂的现状，国汽智联响应工信部号召，将主导开发自主可控的智

能座舱操作系统。整合利用市场已有的优质开发资源，共同筹建平台公司，打造符合中国标准的

自主可控智能座舱操作系统产品，并逐步推动建立产业生态。今年 4-6 月，国汽智联先后与德赛

西威、科大讯飞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与 8 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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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新中心运营情况 
 

重点项目进展： 

1、汽车信息安全基础防护体系架构项目 

    项目进展：完成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安全流程开发、各阶段信息安全工作说明书编制；完成

信息安全需求自动化解决方案 demo 与工具需求；完成渗透测试攻击向量梳理、渗透测试服务模

板、过程文档编制定义；完成新能源、燃油车渗透测试方案实车验证；完成车内网安全技术方案

调研、芯片方案调研、安全软件厂商方案调研；完成信息安全网关 A 样件方案定义、基础软件开

发、软件集成方案定义。 

2、汽车 Auto-ISAC 项目 

   项目进展：完成系统整体架构方案和技术方案；开展系统开发服务招标工作；完成组织架构及

运营机制初步方案；完成众测、应急响应、安全预警、培训等业务流程制定；·完成漏洞分类、评

级、命名、编码、内容描述规范初版；初步征集主机厂、安全企业、科研机构参与意向。 

3、V2X 安全认证防护体系项目 

   项目进展：已经启动建设车联网通信身份认证安全管理平台，完成了针对 V2X 通信的安全体

系的规划和设计，通过适用于 V2X 通信场景的数字签名技术，实现对车车直连通信的数据真实性

和完整性的安全防护，可以支持 SM2 等一系列国内外算法，云端系统设计充分考虑多节点负载分

担，可以灵活扩容。 

4、高精地图项目组 

   项目进展：在高精度地图云平台与公共服务开发方面，完成了云平台架构搭建；完成了云平台

车辆位置信息接入及车辆位置监控；静态高精度地图数据三维显示；动态交通信息及动态车道级

路况信息的下发车端导航引擎测试验证；在高精度定位方面：完成了视觉与 IMU 融合定位系统硬

件、方案、算法、平台的调研，出具详细调研报告；根据调研结果初步方案明确；完成了视觉与

IMU 融合定位设计软件框架、设计输入输出数据接口、确认系统综合设计；在高精度导航与定位

引擎开发方面：完成了高精度导航引擎显示要素和界面、引导、车道级路况动态规划功能开发；

完成了高精度定位引擎开发；完成了决策系统需求的地图数据接口基本要素开发。 



- 9 - 
 

5、智能座舱 OS 项目 

   项目进展；完成智能座舱操作系统初步框架设计；完成开发工具及测试平台规划；完成平台公

司初步策划方案。 

6、自动驾驶 OS 项目 

   项目进展：自动驾驶操作系统完成了架构设计，发布了《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参考架构 1.0》。 

 

创新中心能力建设项目进展 

创新中心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行驶环境融合感知、智能网联决策控制、复杂系统重构设计、

智能网联安全和多模式测试评价”四大关键技术开展实验能力建设，支撑重点研发项目。 

目前，已经建设完成 15 个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实验平台，分别是高精度地图与定位实验平台、智

能感知实验平台、视觉感知测评实验平台、场景大数据实验平台、异构多传感器感知融合实验平

台、ICV 智能座舱多模感知交互实验平台 、ICV 驾驶模拟实验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车载高

速网络实验平台、自动驾驶硬件在环实验平台、云控基础实验平台、安全信息共享分析与防护技

术实验平台、安全测试技术与认证实验平台、V2X 安全认证防护实验平台、汽车网络空间入侵监

测平台。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已购置各类设备仪器 97 台（套）。 

 

创新中心 2019 年第 3 季度计划 

1. 按照“智能网联”的功能定位，加速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基地的建设进度。 

2. 聚焦公司重点研发项目的人才需求，加强关键核心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招聘效率。 

3. 完成创新中心挂牌仪式的策划及实施，通过挂牌仪式进一步扩大国汽智联的行业影响力。 

4. 聚焦有限资源，突出重点项目出成果，主要是：战略和标准研究、中国 ICV 体系架构规划设

计、自动驾驶场景库、自动驾驶 OS、智能座舱 OS、基础地图平台、信息安全。 同时积极支

撑、协同、服务技术链和产业链相关方的技术研究与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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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外交流与合作 
 

国汽智联智库扩容 

4 月 10 日，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智联”）顺利举行

虚拟仿真测试特聘专家 Marius Dupuis 聘任

仪式。国汽智联总经理严刚、海克斯康制造

智能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韩建新、国汽智联

前沿共性技术事业部副部长王博及相关代表

出席受聘仪式。国汽智联总经理严刚为国际

著名交通场景及自动驾驶仿真领域专家

Marius Dupuis 颁发聘书。海克斯康作为国汽

智联的战略合作伙伴对本次受聘仪式给与了

高度关注。 Marius Dupuis 专家为德国 VIRES

公司 CEO 兼 CTO，MSCSoftware 全球执行总监，欧洲 Pegasus 及 ENABLE S3项目仿真专家。作为交

通场景及自动驾驶仿真领域公认的权威专家，Dupuis 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聘任仪式后，

国汽智联前沿共性技术事业部王博副院长、Marius Dupuis 专家、海克斯康制造智能集团大中华

区副总裁韩建新及有关代表就虚拟仿真验证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重要会议。在国汽智联虚拟仿

真验证能力建设方面，Marius Dupuis 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国

汽智联虚拟仿真验证能力的提升，为双方开展深度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创新中心亮相全国双创周亦庄会场 

6 月 19 日-20 日，主题为“聚焦亦庄，链

接三城，融合发展”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北京亦庄会场活动举办。在 2019

年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中心授牌仪式

上，国汽智联被授予“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

新中心”，总经理严刚受邀出席了活动启动仪

式并上台接受授牌。随后在创新发布专题发布会环节，严总为到场嘉宾介绍了创新中心的最新发

展情况，向社会展示了一个崭新而朝气蓬勃的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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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然基金委到创新中心合作研讨 

4 月 17 日上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红带队，同北京市新能源汽车产业

促进中心副主任韦瑾等人一行到创新中心，同首席科学家李克强教授及相关人员就自然科学基金

设立区域联合基金进行调研探讨。创新中心愿意参与区域基金的策划与组织管理，并将为北京市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专题研究提供积极支撑。 

 

北京市经信局会同创新中心推进 5G 示范应用 

6 月 12 日，北京市经信局顾瑾栩总工带领汽车处候颖处长、电子处王德副处长等 5G 专班到

创新中心座谈，会议围绕陈吉宁市长关于要求我局评估 5G 示范应用情况的指示精神，以 5G 在我

市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为抓手，从应用区域、示范车辆、技术路线、路网规划以及政策法规保

障等维度进行研究探讨，并明确下一步工作内容，由创新中心协同行业资源形成 5G+车联网场景

示范应用方案，由 5G 专班组织推进示范应用方案的落地。 

 

创新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基础技术平台项目联合研发计划启动 

6 月 17 日，智能网联汽车基础技术平

台项目联合研发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智

能网联汽车基础技术平台项目联合研发”

计划，通过股东单位派驻工程师专职进驻

的创新模式进行项目联合研发。总经理严

刚与创新中心各项目负责人与来自一汽、

东风、江铃、北斗星通、新通达等七家企业十余位工程师，围绕共同开展技术合作和进驻等事项

进行了交流。会上，严总表示：“通过联合研发的形式，让更多的股东、车企了解国汽智联的技术

项目，从概念设计到产品定义全过程参与、试用、使用，在关键的技术上吸收和培养人才，这是

一个同步工程。”通过此联合研发计划，创新中心将有效集中协调资源、加速项目研发、培养行业

关键人才和加速研发成果的扩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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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工信局到创新中心调研交流 

6 月 13 日，由广州市工信局副巡视员李丹戎

带队、广州市社科院、广州市委办公厅、广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以及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

业代表一行 9 人组成调研组，到创新中心实地调

研学习。总经理严刚表示热烈欢迎，并陪同调研

组参观了创新中心 H5 实验室，详细介绍了创新中

心的建设和运营情况。本次交流为调研组提供了工作启示，也为创新中心今后发展开拓了思路。 

 

“C-V2X 产业化路径和时间表研究”启动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15 日上午，由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IMT-2020（5G）推进组 C-V2X 工

作组、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公安部交通管理

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C-V2X产业化路径及时

间表研究”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IMT-2020（5G）推

进组 C-V2X工作组组长葛雨明、公安部交通管理

科学研究所博士代磊磊、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秘书李茹作为发起单位代表出席会议，来自清华

大学、一汽、东风、长安、北汽、上汽、广汽、通用、长城、吉利、宝马、华为、大唐、高通、

星云互联、中兴、移动、电信、联通、东软、诺基亚贝尔、金溢科技、启迪云控、百度、易华录、

千方科技、滴滴等相关研究机构及企业的 30 余位专家参加该研究启动会。 会议讨论了“C-V2X

产业化路径及时间表研究”的研究范畴及研究大纲，确定了研究分工及进度计划。该项研究将着

眼于整个 C-V2X不同阶段演进，聚焦成熟应用场景的产业化，同时也会面向未来自动驾驶功能做

展望梳理。 

该项研究是国内首次从行业组织层面，跨通信、汽车、公安、交通共同推动 C-V2X产业化落

地。四家发起单位将联合 V2X 产业各方，共同梳理包括应用场景、标准、安全、终端、路侧设施、

数据平台、应用示范等 C-V2X产业发展基础及现状，综合评估产业化落地条件及差距，分阶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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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产业化落地部署。聚焦成熟应用，重点推动产业化部署，从通信设备、安全保障、车辆部署、

交管应用、交通应用、数据平台搭建、测试认证等角度给出产业化实施路径及时间表。 

该项研究将以《C-V2X产业化路径和时间表研究》白皮书形式发布，成果将会促进跨产业协

同发展，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CICV2019 投资论坛暨 CAICV 产业投融工作组成立大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5 月 29 日，第六届国际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年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在同

时进行的多场分论坛中，投资论坛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产业投融工作组成立大会一

并召开。这场论坛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汽智联”）主办，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产业投融工作组、

北京国汽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协同智慧城市、智能交通、5G 通信、芯片、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是汽车行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机遇。本

次论坛搭建了技术、产业与资本的交流平台，对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

本次论坛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相关投资机构、创业企业、上市公司等超过 80 家单位共同探讨智

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发展。 

本次论坛同时邀请了 10 家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各个细分方向的代表公司进行分享，斑马网络战

略官季栋辉、镭神智能 CEO 胡小波、星云互联创始人姚丹亚、清智科技 CEO 张磊、黑芝麻智能联

合创始人刘卫红、宏景智驾 CEO 刘飞龙、晶众地图副总裁杨柯、速腾聚创合伙人王嗣翔、东软睿

驰业务总监王胜波、图森未来合伙人吴楠，分别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技术和产品成果、战略

布局及对行业的展望。 

 

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启动大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教育部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

联盟、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

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的关心支持下，全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子科技

职业学院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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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先生，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刚先生，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女士，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李

廷茹博士，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安江英教授、蔚来汽车服务运营中心技术培训高级经理

李妙嘉女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应用与服务分会名誉理事长张宏庆先生，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李广院长（会员学校领导代表）、北京和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妙然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

会现场，共有来自全国 90 余所大学、高职和中职等相关院校，170 余位院校校长、院系主任、教

师和相关企业代表出席了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教融合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应

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兼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徐念峰先生主持大会启动仪式。 

 

 

联盟工作组工作进展 

 

1.V2X 工作组会议顺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15 日下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V2X 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

会议主要围绕 V2X 标准、安全、测试示范等主题展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公

维洁、清华大学姚丹亚教授、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代磊磊博士、IMT2020(5G) 推进组组长

葛雨明博士以及来自车企、通信、交通、科技等领域的共计 90 余专家参加。会议由清华大学姚丹

亚教授主持。 

标准方面，高通标准专家陈书平博士、星云互联 CTO 王易之博士分别介绍了 V2X 工作组在研

的两项标准：《基于 LTE V2X 直连通信技术 直连通信系统技术要求》《合作式智能运输系统 车

用通信系统应用层及应用数据交互标准 第二阶段》进展；安全方面，IMT-2020（5G）推进组 C-V2X

工作组与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联盟 V2X 工作组共同牵头开展《车联网 V2X 通信安全认证机制研

究》；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V2X工作组还就标准、产业研究、测试示范区、安全等工

作，面向工作组成员单位发起征集，欢迎有意向单位在该工作组中提出立项申请，共同推动 V2X

产业发展。 

 

2.商用车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5 月 30日晚，商用车工作组召开 2019 年度第二次会议。工作组成员东风商用车、一汽、陕

汽、重汽、宇通、金龙、北航等十几家单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公维洁介绍了 2016 年“节能与新能源路线图”改版

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提出路线图中需要体现智能网联商用车在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方面的

特殊性，建议工作组结合典型场景分解相关技术要点。随后，工作组牵头单位东风商用车代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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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介绍了工作组 2018年工作情况及 2019 年工作计划，并提出未来将主要围绕技术路线、标准规

范及共性技术梳理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组工作。 

 

3.基础数据平台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5 月 29日下午，基础数据平台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召开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会议

由工作组牵头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oT 平台标准经理聂永丰主持，并由另一牵头单位启迪云控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家文做主题发言。 

今年工作组将进一步梳理基础数据平台现状、推动平台数据逐步开放、组织研究数据平台技

术路线方案；同时，积极组织数据平台应用与运营示范，面向行业实际需求，先行先试，争取率

先完成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并由此联合制定数据平台及接口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4.新型车载高速网络工作组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5 月 30 日，新型车载高速网络工作组（以下简称“NIVN工作组”）研讨会在国汽智

联召开。NIVN工作组组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新型车载高速网络负责人李巍主

任主持会议。国汽智联、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吉利、华为、广汽、中国汽研、帝亚一维等工作

组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主要针对工作组的两个项目：《自动驾驶对车载高速网络需求研究》（后称”自动驾驶”）

和《车载音视频桥接（AVB）技术要求》（后称”车载 AVB”）等工作组在研项目展开讨论。 

 

5.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 

5月29日，自动驾驶地图与定位工作组在国汽智联又召开工作组专题分论坛，具体介绍了 2019

年工作组课题进展、任务安排和推进计划、新成员投票表决等。CAICV联盟秘书长公维洁、工作

组秘书长江昆、工作组成员和观察员单位代表、新申请加入工作组单位代表，共计 50多家单位参

加会议。 

CAICV 联盟秘书长公维洁介绍 CAICV联盟与 ICV分标委合作开展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团体标准

合作，同时介绍 CAICV 联盟各工作组取得的进展；欢迎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参与引领智能网联汽车

领域发展路线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修订任务。工作组会议上还对 26家

新申请加入工作组成员、观察员单位进行了投票表决 

 

6.产业投融工作组第一期主题沙龙顺利召开 



- 16 - 
 

2019 年 4 月 12 日，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产业投融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第一期主题沙龙活动在北京召开。本次沙龙活动主题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与投融资策略”，

由北京国汽智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汽投资”）投资总监王逸非主持，工作组成员

单位 40余人参加。 

工作组组长、国汽智联副总经理、国汽投资总经理郭磊代表工作组致辞。郭磊介绍了产业投

融工作组基本情况并对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国汽投资副总经理董寅康、亦庄国投高级投资经理刘

伯年、北汽产投总经理助理贾广宏、江铃鼎盛投资总监万奇玮、臻云创投合伙人祝晓成、北极光

创投副总裁赵小松作为工作组内投资机构的代表，结合各自机构战略定位与投资布局，分享了对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独特见解，同时对 2019 年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与投资机会进行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