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华为光伏云）2016能源互
联网与光伏微电网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三届（华为光伏云）2016能源互联网与光伏微电网峰会将于2016年04月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光伏电站将有150GW的增量，自2016年-2020年预计光伏装机量将会是过去三
十年累计装机量的12倍。光伏云做为中国第一品牌的光伏产业互联网平台，围绕光伏产业全产业生态体系构建
服务平台。

2016年第三届光伏云峰，光伏云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携手专注"能源互联网光伏微电网暨项目投资对接路
演，同时中国能源报，中国绿色能源互联网技术联盟（筹），清华大学，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于2016年3月联合发起"2016年您眼中最具投资潜力和成长性的能源互联网企业"，并共同在本次南京能源互联
网峰会上为优秀的创新和成长潜力企业进行颁奖。

三个主题：三个主题：

1）能源微网与光伏金融； 2）光伏精准扶贫与投资； 3）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对接

四大专题：四大专题：

1）水面农光技术，开发和投资；2）2016年光伏基地政策与项目开发； 3）分布式屋顶光伏资源暨投融
资对接； 4）2016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投资对接

能源互联网优秀企业颁奖：能源互联网优秀企业颁奖：

2016年您眼中最具投资潜力和成长性的能源互联网新锐企业

本次峰会是光伏十三五的产业创新和科技转型的开局峰会，必将在光伏产业新一轮发展周期，促进光伏新
一轮竞争力的产生激荡起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举办时间：举办时间：2016年4月28-29日

举办地点：举办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五星级 玄武区中山陵四方城2号）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国能源报、江苏现代低碳技术研究院、光伏云互联网服务平台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清华大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与转让中心、中国能源互联网产业技术
联盟（筹）、国合智慧能源研究院、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中国智能光
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SolarTRIZ太阳能创新学院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年4月282016年4月28
日日

（周四）（周四）
2016年能源互联网与光伏微电网峰会暨项目投资路演对接讨2016年能源互联网与光伏微电网峰会暨项目投资路演对接讨

上

 

午

主持 （上午）能源微网和光伏金融

8:00-9:00 28日早上8点 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大酒店签到

28日早车
辆

28日早上大巴车安排接送

9:00-9:10 能源互联网2016 高峰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 副院长

9:10-9:20
2016年光伏基地政策解度和
竞标策略分析

国家能源局 王进

9:20-9:40
华为智能光伏云服务和智能化
解决方案

华为智能光伏 副总裁 许映童

9:40-
10:10

金融服务对接光伏产业平台研
讨
♦ 江苏银行
♦ 光大银行
♦ 南京投资公司
♦ 平安银行
♦ 招商银行

华远资产 王克嘉

10:10-
10:30

光伏云3.0全产业链服务暨投
行项目路演

光伏云CEO 闻博

茶歇（15分钟）

10:45-
11:00

水面农光电站技术方案和投资
策略

中国水面电站投资总经理 农光规划研究院院长 高祥根

11:00-
11:20

分布式光伏的未来-光伏微电
网

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 南京大学教授 钱志
新

11:20-
11:40

一带一路光伏产业的战略项目
机会

新疆阳光电通 董事长 章健

11:40-
12:00

播种能源大数据 光伏电站风
险评级

爱康电站评级公司 总经理 刘云清

午餐：12:00-13:30

下

 

午

主持 （下午）光伏专题与研讨

13:30-
13:45

光伏扶贫模式探索 SolarTRIZ 研究院院长 田介花

13:45-
14:00

绿杉资本-创新绿色基金，破
解产业投资之路

正硅新能源 董事长 吴协祥

14:00-
14:30

江苏银行/招商银行对接光伏
投行签约仪式

江苏银行，招商银行 分管领导

茶歇（15分钟）

14:45-
15:00

中国光热发电2016元年全景
和展望

中国太阳能跟踪系统产业联盟 执行总干事 石大维

15:00-
15:20

打造最专业、高品质的光伏电
站投融资共享平台

平安银行绿色能源中心 总监 陶忠维

15:20-
16:30

嘉宾座谈：能源互联网与光伏
大数据的创业机会和创新路径
♦国家能源太阳能发电研发
（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
杰
♦羲和电力董事长 顾华敏
♦南京中电 总经理 吕俊 
♦SolarTRIZ 院长 田介花
♦新能源圈USOLAR 欧阳
♦光伏云.光伏投行 闻博

嘉宾主持：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银PPP中心项
目投资分析师 姜若安

16:30-



16:30-
16:45

电站投资开发建设风险管理 爱康能源工程公司总经理 李家康

16:45-
17:00

光伏产业投资基金与光伏投行
（委托投资开发）签约仪式

中科，华控，国信，枫杨产业基金

17:00-
18:30

2016年能源互联网优秀企业
评选
♦评委专家致辞
♦获奖企业发言

中国能源报，中国绿色能源互联网技术联盟（筹），清华大
学，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家能源局领导颁
奖

特邀嘉宾晚宴：18:30-20:00

2016/4/28日2016/4/28日
（周四）（周四）

光伏投行封闭研讨光伏投行封闭研讨 光伏投行路演厅光伏投行路演厅

晚
上
闭
门
会

20:00-
22:30

光伏投行项目路演（由光伏投行特邀，闭门会议）

2016/4/29日2016/4/29日
（周五）（周五）

光伏投行路演厅光伏投行路演厅

上
午

9:00-
12:00 (对
接会)

1）手续齐备融资暨已并网电站交易
2）一带一路暨海外投资项目洽谈会

下
午

13:30-
17:00

智能光伏联盟年度会议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邀请嘉宾（排名不分先后，后续嘉宾特邀中…）：邀请嘉宾（排名不分先后，后续嘉宾特邀中…）：
1)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与转让中心主任
联合国人类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喜文华
2)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江苏低碳技术研究能源互联网首席科学家 曹军威
3)华为智能光伏电站 副总裁 许映童
4)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秘书长 周元
5)国家开发银行 发行处处长谭再兴
6)平安银行 陶忠伟
7)江苏银行 副行长
8)平安集团 风控总经理谢康
9)中科招商副总裁 张广庆
10)绿巨人CEO 李维濂
11)晶科云 总经理 张丽广
12)PVP365 董事长 胡宏峻
13)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会长 张宏君
14)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副秘书长 姜艺萍
15)华控投资 总经理
16)招商新能源 总经理
17)顺风光电 总裁 雷霆
18)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副总经理黄勇
19)新疆阳光电通董事长 章健
20)振发集团 查正发
21)苏美达新能源 总经理 李晓江
22)国变电气董事长 斐涛
23)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
24)江苏省发改委相关领导
25)江苏各地市科技局，发改委领导



2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梁浩
27)江苏省发改委 高新技术处 张建华 处长
28)国际可再生能源委员会 赵玉文
29)中国光伏农业工作委员会 张勇
30)东方日升 董事副总经理 李云卿
31)阿特斯中国区总裁瞿峰
32)鼎汉投资 总经理 张帆
33)南瑞集团 总经理王伟
34)常州天合光能 黄龙星，曾义
35)SolarTRIZ太阳能创新学院 院长 田介花
36)上海正硅新能源投资集团 董事长吴协祥
37)南京中电电力 总经理吕俊
38)华远资产董事长 林坚
39)光大银行 总经理张力
40)能源互联网产业技术联盟（筹）秘书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会议费用：2800元/人 （含会务、餐饮，住宿自理，付费用户均提供参会人员通讯录）。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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