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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嘉宾：

您好！

2020 年，后补贴时代叠加疫情因素影响下，不管是全球经济大环境，还是电池新能源行

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和复杂的调整：政策支持与监管机制创新、分拆上市与 IPO 热度

升温、正极材料无钴化路线争议、新势力造车企业名册大幅缩水、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排名

波动、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思维加速渗透、5G 与储能等电池细分应用市场不断扩容、外资

品牌强势布局中国市场、自主品牌寻求向上突围路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年一度的全球电池新能源行业盛会——ABEC 2020 | 第 8 届电池

“达沃斯”论坛和展会如约而至！

经过近三个月的前期调研、考察、评估：ABEC 2020 | 第 8 届中国（长沙·宁乡）电池新

能源产业国际高峰论坛暨 2020 湖南（长沙）电池产业博览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29

日在长沙宁乡市隆重举办，同期第 10 届（2020 年）中国电池行业年度人物/年度创新奖/首

席技术官/首席品牌官/优秀供应商颁奖盛典将隆重登场！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电池新能源产

业链的 500+巨头、大佬、高管、专家、媒体、投资者等出席！

8 年来，ABEC 坚守前瞻性、权威性、开放性、包容性和专业性，努力发展成为一个世界

性的顶尖技术和市场应用的交流峰会和资源平台。

在今年，ABEC 论坛主题定为“全球化竞争下中国力量向上 呼唤电池新能源健康生态

链”，将分六大板块和两场互动论坛深入探讨：

——【分论坛】无钴真相探究，正极材料路线真要“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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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固态电池风口已至，市场化之路究竟有多远？

——【分论坛】燃料电池行业风风火火发展多年，前路几何？

——【分论坛】5G 商用与储能放量，电池细分市场如何开拓？

——【分论坛】新能源整车赛事行至中场，如何真正感动消费者？

——【分论坛】内循环市场开启，新能源汽车能否真正“下乡”？

——【互动论坛】疫情下，全球电池新能源产业链需要怎样的干法与活法？

——【互动论坛】电池新能源产业链企业竞逐 IPO，资本市场改革新机遇如何抓住？

企业家、专家、基金投资人等将针对行业热点，掀起头脑风暴，进行智慧碰撞。政策解

读、市场分析、权威数据、行业报告、主题演讲、年度竞争力榜单发布、年度人物等颁奖盛

典、特色精品展览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深度互动交流、盛大晚宴、精彩节目、投资沙

龙、园区参观等精彩纷呈。

ABEC 2020，我们期待着您的热情参与！

第 8 届中国（长沙·宁乡）电池新能源产业国际高峰论坛组委会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

秘书长

2020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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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C：全球行业盛会，价值资源巅峰！

电池“达沃斯”，简称 ABEC（Advanced Batteries for xEV/ESS Conference），

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广泛、参与企业和机构最多的全球性新能源电池技术与行业

的高峰论坛。其商标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受

法律保护。

ABEC 是由中国电池行业影响力最深、用户最多的行业垂直门户网站——中

国电池网（www.itdcw.com）发起并创办。ABEC 联合了电池百人会（CBHA）、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共同打造。

ABEC 继承并创新了世界知名经济论坛“达沃斯”的精华，以其前瞻性、权威

性、开放性、包容性和专业性，正努力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顶尖技术和市场应

用的交流峰会和资源平台。如今，ABEC 已成为与美国 AABC 论坛、日本电池研

讨会、欧洲 Batteries 等齐名的立足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行业发展的国际级、行业

性高端品牌论坛，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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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3，中国宜春）

第 2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4，中国成都）

第 3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5，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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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6，中国长沙）

第 5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7，中国汕头）

第 6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8，中国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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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电池“达沃斯”现场（ABEC 2019，中国常州）

ABEC 从 2013 年开始创办第 1 届以来，目前已在中国的江西宜春、四川成都、

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广东汕头、山东青岛、江苏常州成功举办了 7 届。七年来，

ABEC 累计参加峰会的国内外企业或机构 3500 多家，涉及包括中国、德国、法国、

比利时、荷兰、英国、瑞士、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

新加坡等在内的三十余个国家的数千位重量级嘉宾，其中包括中外知名新能源电

池产业链主流企业、上市公司、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基

金投行等。

参加 ABEC 峰会的公司、机构包括——法国 Avicenne、德国博世、德国弗劳

恩霍夫应用促进会、巴斯夫、加拿大水电、江森自控、日本松下、三星 SDI、LG

化学、SK 创新、美国通用、西门子、伊藤忠、东丽化学、捷时雅、三菱化学、通

用汽车、大众汽车、宝马汽车、奔驰汽车、雷诺汽车、丰田汽车、长城汽车、上

汽集团、比亚迪、昌河汽车、江铃汽车、安凯汽车、奇瑞汽车、长安汽车、北汽

新能源、吉利汽车、沃尔沃汽车等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韩国电池协会、中国自行车协会、国家电网中国电

科院超导电力研究所、国家 863 电动车重大专项动力电池测试中心、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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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电子科技

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俄罗斯圣

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美国哈佛商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南洋理

工学院等中外知名新能源、新材料、电池产业链企业或机构、院校。

此外，国内如宁德时代、蜂巢能源、比亚迪、天津力神、大族激光、万向集团、

杉杉股份、当升科技、多氟多、孚能科技、中航锂电、哈尔滨光宇、中科星城、

雄韬股份、风帆股份、易事特、江苏国泰、德赛电池、亿纬锂能、维科技术、南

都电源、国轩高科、江特电机、新宙邦、九九久、四川长虹、格林美、华友钴业、

洛阳钼业、天赐材料、星源材质、中兴新材、中国宝安、贝特瑞、欣旺达、天齐

锂业、赣锋锂业、沧州明珠、金冠股份、辽源鸿图、比克电池、惠强新材、时代

高科、电小二、华宝新能源、创明电池、奥冠电池、容百科技、金银河、诺德股

份、金川集团、五星铝业、石大胜华、厦门钨业、上海博睿斯、特来电、特锐德、

璞泰来、远东电池、中科华联、蓝科途、华世洁环保、中国铁塔、华夏幸福、鹏

辉能源、佛塑科技、湘潭电化、林州重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船派瑞特气等国内知名电池产业链企业、上市公司等

3500 多家出席 ABEC 峰会。

【更多内容请关注 ABEC 惟一官网：http://www.abec.top】

http://www.abec.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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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池及下游市场应用巨头云聚中国，36+重量级

嘉宾的主题演讲，掀起头脑风暴，进行智慧碰撞；

国内外一流企业、上市公司、知名机构、行业协会、

政府部门等高层参会，精准对接，价值对话；

政策、技术、市场、管理、品牌、资本等高层密集交

流，资源深度整合，扩大价值人脉圈；

200+现场配套展览、精品展位推介新技术、新产品，

精准客户集中，面对面洽谈商务合作；

权威政策解读、精准数据共享、竞争力榜单发布、年

度人物颁奖盛典、企业一线参观，精彩纷呈；

组织市场或地方“双招双引”推广会，召开企业家

闭门沙龙，促进国内外一流企业之间的跨国联盟与

合作；

100+主流媒体聚焦，电池网、我爱电车网、能源财

经网和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官网“四网”直

播，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滚动推广;



论坛时间：

2020 年 10 月 26 日-29 日

（26 日嘉宾报到，27、28 日全天演讲，29 日上午参观考察）

论坛地点：

中国·湖南·长沙·宁乡（①宁乡高新区管委会 ②通程温泉大酒店）

主办单位：

独家协办：

特别支持：

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宁乡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国资委、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工信厅、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科技厅

湖南省（暨长沙市）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沙市（其

力）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促进中心、长沙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办公室

冠名晚宴：

ABEC 2020·宁乡之夜（欢迎晚宴）



支持单位：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南大学、中俄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电池百人会、电池网、伊维经济

研究院......

展会介绍：

2020 湖南（长沙）电池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 2 万平方米，设置新能源汽车展区、

电池展区、PACK 及应用展区、电池材料展区、产业装备展区、人才招聘专区及其他

展区等展区，预计 200+参展商、2000 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线上观众 50 万人

左右。

展会主题：

新能源 新动力 新发展

展会时间：

2020 年 10 月 26-29 日（25-26 日为展会搭建日）

展会地点：

宁乡高新区管委会、长沙宁乡通程温泉大酒店

主办单位：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商务厅、长沙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宁乡高新区管委会、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电池百人会）、电池网、

湖南省（暨长沙市）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沙市（其力）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促进中心、长沙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办公室



展位规划图：

独家直播：

合作媒体：

新华社、人民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中国能源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经

济网、中国汽车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质量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高新科技网、凤凰网、新浪网；湖南电视台、长沙电视台、

宁乡电视台、湖南日报、长沙日报、长沙晚报、宁乡日报......

赞助商（持续更新中...）



电池百人会成员单位：



谁来参会：

行业 政府机构 行业协会 矿产资源企业 新能源汽车制造商 电动自行车 电

池材料 电池设备 电芯及 PACK BMS 电池管理系统 电网及电力公司 核心技术提

供方 电信及通信运营商 海内外投资公司

职位 首长 理事长 秘书长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总裁/总经理 副总裁/副总经

理 事业发展总监 销售和市场总监 总工程师 首席代表 证券分析师

参会费用：

①参会费（含食宿及晚宴）4500 元/人，含 3 天五星级/四星级酒店住宿、餐饮、

论坛注册费、参会费、行业报告资料费、嘉宾通讯录、招待晚宴费、纪念品、企业

参观考察、接送机/站服务等，不含往返交通费。

②只参会（不含住宿、包含用餐和晚宴）费用为 3500 元/人，含 3 天五星级/

四星级酒店餐饮、论坛注册费、参会费、行业报告资料费、嘉宾通讯录、招待晚宴

费、纪念品、企业参观考察、接送机/站服务等，不含往返交通费。

③只参会（不含食宿、不含晚宴等）费用为 2500 元/人，含论坛注册费、参会

费、行业报告资料费、嘉宾通讯录、纪念品、企业参观考察、接送机/站服务等，不

含往返交通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 10 号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创业园 3 号楼 2032-2034 室

服务热线：400-6197-660 电话：010-62899890 传真：010-62897580

官方 QQ 群：385404548 邮箱：zlhz@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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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C 2020 | 第 8 届电池“达沃斯”

第 8 届中国（长沙·宁乡）电池新能源产业国际高峰论坛

暨 2020 湖南（长沙）电池产业博览会

参会嘉宾回执表

单位名称

经办人 电 话 邮箱

参加方式 参会□ 参展□

论坛赞助
选择赞助方案（如需赞助请致电组委会工作人员，仅参会无需填写此项）
□钻石赞助商 □白金赞助商 □黄金赞助商 □联席赞助商

是否有投资意向 □是 □否 意向客户

参会嘉宾 职 务 手 机 E-mail 备注

费用合计 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小写：¥

国内嘉宾票价：人民币4500元/位/三天（含3天五星级/四星级酒店住宿、餐饮、论坛注册费、参会费、行

业报告资料费、嘉宾通讯录、招待晚宴费、纪念品、企业参观考察、接送机/站服务等，不含往返交通费）

付款方式：请电汇至组委会指定人民币账号，不接受现场报名！

①参会费

收款单位：北京海能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34545754567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支行

②赞助商

收款单位：北京海融惠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10942491910206

mailto:zlhz@itdcw.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天秀路 10 号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创业园 3 号楼 2032-2034 室

服务热线：400-6197-660 电话：010-62899890 传真：010-62897580

官方 QQ 群：385404548 邮箱：zlhz@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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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市西三环支行

汇款请注明：宣传费/服务费/会议展览服务费

报名参会须知：

1、关于发票：组委会提供 6%税率的普通增值税发票（*如需专票请提前告知），发票开票内容仅为

宣传费/服务费/会议展览服务，其他内容无法开具，开票内容请于汇款时注明。发票将于会议现场报到时

统一交由参会嘉宾签收；若参会嘉宾办款时间较晚，发票则于会后一个月内邮寄至嘉宾所在单位签收。

2、关于报名：含食宿 4500 元/人；不含住宿、含用餐（包含自助餐及晚宴）3500 元/人；不含食宿

及晚宴 2500 元/人。会议报到时，请出示您的名片，接待中心签到以嘉宾名片为准；为保证签到秩序，参

会嘉宾只能办理本人签到事宜、禁止替代。

3、关于变动：如参会嘉宾因自身原因不能参会可替换其他指定嘉宾，并及时将替换人员信息反馈给

组委会工作人员，如自身原因取消参会，组委会将只返还 2000 元/人。

4、关于服务：为了方便统一管理及给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参会嘉宾报名成功后请添加电池“达沃

斯”QQ 群：385404548，或官方微信群：电池“达沃斯”官方微信，组委会将会在群里实时发布相关参

会通知。

5、关于论坛证件：为保证会场的秩序和参会嘉宾权益，组委会将统一印制贵宾证、嘉宾证及媒体证，

并于参会嘉宾签到时，分发至个人手中。会议期间，参会嘉宾凭组委会统一印制的证件进出会场，证件是

您会议期间出入会场的唯一凭证，请各位参会嘉宾随身佩戴并妥善保管，如有丢失概不补发。

6、关于宣传：为维护会议现场秩序，所有参会企业均不得在会议现场进行企业宣传资料的发放。所

有参会企业的简介都将免费刊登在论坛会刊及电池网（www.itdcw.com）官网上图文推广播报，按报名

顺序排版。报名成功后请及时提供 500 字左右第三人称文字版企业简介及企业高清外景图片一张（300

像素以上），会刊将在论坛召开前 20 天封版，封版后将不再给予企业会刊推广权益，敬请理解。

mailto:zlhz@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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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广告：一家企业/机构参会 3 人以上者（全额缴费）赠送会刊内页广告一张，尺寸：211*271mm

（该尺寸已包含上下左右 3mm 出血），分辨率：300 像素，设计由企业自行提供，按报名顺序排版。赞

助商有此项权益者要求同上。

8、关于住宿：参会期间，组委会将提供给参会嘉宾豪华大床或豪华双床两种房型，正常情况下每人

一个房间，如您对于住宿房型有特殊要求请于报名时备注或提前告知组委会秘书处，没有特殊要求者组委

会将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和房型统一分配。

9、关于接机（站）：所有参会嘉宾均享受接机接站服务。会议报到当天，组委会将统一安排车辆前

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或长沙南站进行接机（站）。参会嘉宾最晚需在会议开始前两天将航班、高铁车次情

况反馈给组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如未及时通知导致无法接机接站者，请自行前往。会议期间，组委会将

不再单独提供接机（站）服务，请您自行安排出行。

10、关于送机（站）：会议结束当天，组委会将安排车辆进行嘉宾送机（站）服务，送机（站）按照

定点发车的原则（一般为每小时一班，以组委会通知为准），同时发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或长沙南站进行

送机（站）。请参会嘉宾根据行程，提前订票。会议期间，组委会将不再单独提供送机（站）的服务，请

您自行安排出行。

11、关于用餐和晚宴：会议期间，除欢迎晚宴外，用餐形式皆为酒店自助餐。嘉宾签到时统一领取餐

券及晚宴券，用餐时，凭餐券入场，晚宴时，凭晚宴券入场。餐券及晚宴券是您就餐的唯一依据，请您妥

善保管。（本票一人一份，如若丢失，概不补发）

12、关于参观考察：参观前一天开放报名，请各位嘉宾届时前往论坛现场接待中心报名，领取参观券。

为了方便参观车辆的调度，参观当天凭参观券上车，前往企业、园区参观，无票者一律不允许参与参观考

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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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参会资料：所有参会嘉宾均可获得本届参会企业通讯录及论坛演讲嘉宾 PPT 等相关会议资

料。资料的整理时间为会后一周，会议结束后一周内组委会工作人员会将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到各参会嘉宾邮箱里，请注意及时下载、查收！通讯录禁止对外传播、泄露，一经发现严肃处理：禁止参

与电池“达沃斯”的任何活动！

14、关于展会：2020 湖南（长沙）电池博览会参展、布展等有关事项详见展会邀请函！

15、关于防疫：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所有参会嘉宾进出论坛现场、入住酒店等均需出示健

康码、通信大数据、测量体温，敬请配合支持！

第 8 届中国（长沙·宁乡）电池新能源产业国际高峰论坛组委会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

电池网

电池百人会

联系我们——

热线电话：400-6197-660 论坛咨询转 3，发送传真转 8

电话：010-62899890 传真：010-62897580

组委会秘书处：耿女士/18910778962

宋先生/17685898640

张先生/15066203020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秘书处：丁女士/18612440538

电池百人会企业家俱乐部：栾女士/1355262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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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冯女士/17506429275

媒体合作：陈女士/15864204016

张女士/18554852753

论坛惟一官网：www.abec.top 电池网：www.itdcw.com

邮箱：geng@itdcw.com

song@itdcw.com

附：企业/机构简介

（报名时请您务必提供第三人称企业/机构 500 字文字版简介，企业/机构高清外景、产品图片各一

张，以便于论坛官网宣传及会刊印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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