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能
源产业博览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2016年08月在秦皇岛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年2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
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十大重点任务和两大发展阶段，为智慧能源产业发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为推动
我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提升基础设施生产及运行水平，优化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及应用技术，促进能源互联网
的部署应用，提高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会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定于2016年8月10日—12日在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举办“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暨智慧
能源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大会”），并邀请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国家节能中心、北京市科委、天津市工信
委、河北省能源局、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节能协会、中国循
环经济协会、首都创新大联盟、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睿博能源智库（RAP）、中关村标准创新服务中心、英国标
准协会（BSI）、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公司（MDS）、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能源基金会（EF）、保尔
森基金会、英国繁荣战略基金（SPF）等单位共同协办，中关村国标节能低碳技术研究院和秦皇岛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承办。

本届大会以“互联网+智慧能源，开启能源互联网生态新模式”“互联网+智慧能源，开启能源互联网生态新模式”为主题，围绕“互联网+”智慧能源十大热点议
题，邀请国内外能源、节能服务、物联网和大数据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本次大会邀请了《重塑
能源》作者卢安武、原世界银行首席能源专家泰勒教授、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等重要嘉宾进行演讲和交流。交流
形式包括高峰论坛、闭门会、技术研讨会、展览展示、产业链接、项目对接、园区推介和园区参观等。

同期展示范围包括：同期展示范围包括：

（1）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关键器件：传感器、路由器、流量计、智能流量计、阀门、智能阀门、湿度仪、逻辑模
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分散控制系统（DCS）等；各类传感器、编码器、识别传感器、光通讯产品及应
用；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SDN、测试与验证等。

（2）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及应用技术：企业级、区域级能源管控系统、能源监控云服务平台、远程能源管理系统、智
慧供热系统、智慧供冷系统、智慧蒸汽管理系统、智慧流体管理系统等；光伏组件、光伏逆变器、智能光伏电站解
决方案等；高新智能家用电器产品智能照明系统，智慧家庭体验区；电力储能及分布式能源相关技术设备、智能变
电站设备及系统、智能输配电设备及技术、智能用电设备及智能调度技术；高效节能变频调速控制技术、无功补偿
技术与装置、低损耗配变技术、相位跟踪控制技术、单相配电方式；空压机、电动机、工况企业/车间系统节电改造
技术、智慧锅炉管理平台；工业生产能源管理系统、生产过程优化系统、生产过程解决方案、能耗检测与优化系
统、燃烧优化控制系统、工业过程能源优化系统、工业过程安全检测系统等。

诚邀智慧能源产业领域相关企业，包括：主要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企业、传感及计量器具企业、智慧照明
企业、智慧家电企业、建筑节能企业、节能技术企业、直流供配电系统企业、可再生能源企业、生产运行智能优化
企业、电信服务商、投融资机构、检测认证机构、碳交易机构、分布式能源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机构、产业园区、
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等相关单位参展参会。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与信息化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
能源局

主办单位：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中关村国标节能低碳技术研究院 秦皇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

产业背景产业背景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发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总动员

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将“互联网＋智慧能
源”列为重点支持领域和发展目标 

2015年3月，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推动解决制约电力行业发展突出矛盾和相关
产业转型升级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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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热点议题热点议题

如何构建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发展体系？

如何实现清洁能源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

如何实施电力行业和能源企业转型升级？

如何打通能源大数据与物联网结合的技术路径？

如何实现端到端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如何构建能源互联网与金融结合的商业模式？

如何通过智慧能源创新推进京津冀空气质量根本好转？

如何以智慧能源技术支持构建微电网？

如何建设和运行区域或地方智慧能源产业园区？

如何建立团体标准支撑智慧能源产业发展新模式？

科学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构建中国能源互联网生态新模式科学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构建中国能源互联网生态新模式

时间：时间：2016年8月10日—12日

地点：地点：秦皇岛国际会展中心

目标观众目标观众

智慧能源创新产业及产品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的开发商、厂商、科研机构、相关等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

主要用能单位
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企业
传感及计量器具企业
智慧照明企业
智慧家电企业
建筑节能企业
节能技术企业
直流供配电系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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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企业

生产运行智能优化企业
地方产业园区
电信服务商
投融资机构
地方节能中心
检测认证机构
碳交易机构
分布式能源企业

80+演讲嘉宾； 800+参会代表； 50+媒体； 3000+参展人数80+演讲嘉宾； 800+参会代表； 50+媒体； 3000+参展人数

媒体资源媒体资源

纸质媒体：中国电子报、中国质量报、中国能源报等

电视媒体：中夬电规台财经频道

杂志媒体：《节能不环保》

自营媒体：《节能低碳标准化》、联盟网站、联盟微信、大会官方网站等

网络媒体：新半网、人民网、光明网、科技日报、中国节能网、网易、搜狐、和讬网等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会概览大会概览

大会第一天（8月10日，星期三）大会第一天（8月10日，星期三）

08:50-
09:30

嘉宾会见

09:30-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暨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开幕式

主持人：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开幕式致辞

-        国家领导讲话

          -        河北省人民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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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        国家发改委领导致辞

  -        工信部领导致辞

            -        国家质检总局领导致辞

         -        国家能源局领导致辞

            -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领导

10:15-
10:45

政府领导及嘉宾巡馆

11:00-
11:30

秦皇岛智慧能源产业园奠基仪式

12:00-
13:30

参会代表午餐

13:30-
18:00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

19:00-
20:30

主办方答谢招待会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秦皇岛泰盛商务大厦（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西侧综合楼）

09:00-
12:00

分论坛一 分论坛二 分论坛三

第一会议室 贵宾室 第八会议室

节能新10年： 技术升级 服务创新 从物联到智能打造智慧能源大脑
智慧能源企业分类标准及团体标准

应用研讨会

承办单位: 节能有道 承办单位：百度开放云
承办单位：联盟秘书处&中关村标

准创新服务中心

12:00-
14:00

参会代表午餐

14:00-
17:00

分论坛四 分论坛五 分论坛六

贵宾室 第八会议室 第一会议室

智慧能源云与能源管控系统的价值体
现

区域能源网建设与智能微电网
“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论坛

（闭门会）

承办单位：宝信软件 承办单位：智能微电网产业联盟
承办单位：中国区块链创新与应用

联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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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

09:00-
12:00

分论坛七 分论坛八 分论坛九

贵宾室 第八会议室 第一会议室

中国新能源的发展趋势
智慧能源项目和产业合作对接会交

流会（闭门会）
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承办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RAP(睿博能源智库)

承办单位：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会

承办单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国
际合作中心

12:00-
14:00

参会代表午餐

※ 会议主论坛提供中英同传翻译

※ 会议日程更新于2016年7月份，主办保留更新权利

大会第一天（8月10日，星期三）大会第一天（8月10日，星期三）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

地点：秦皇岛泰盛商务大厦（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西侧综合楼）一层报告厅

主持人：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13:30-14:05
致词致词

-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发开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苏景文 先生

14:05-14:25
智慧能源与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与能源互联网

-       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 杜祥琬 先生

14:55-15:05
中国“十三五”能源政策解析中国“十三五”能源政策解析

-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 戴彦德 先生

15:05-15:25

电力市场化改革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拟）电力市场化改革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拟）

-       RAP中国(睿博能源智库)总监 Rick Weston 先生

未来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展望未来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展望

-       世界银行原首席能源专家 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先生

15:25-15:40
智慧能源产业创新与标准化智慧能源产业创新与标准化

-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李爱仙 女士

中国中国制造制造2025的能源对策2025的能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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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5
中国中国制造制造2025的能源对策2025的能源对策

-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刘文强 先生

15:55-16:05 茶歇交流及参观博览会

主持人：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执行秘书长 潘崇超 博士

16:05-16:20
中国能源智慧革命路径和市场机制中国能源智慧革命路径和市场机制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苗韧 博士

16:20-16:35
题目待定

-           百度开放云副总经理 傅徐军 先生

16:35-16:50
支撑大规模智慧能源应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支撑大规模智慧能源应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文生 先生

16:50-17:05
智慧能源与区块链技术创新智慧能源与区块链技术创新

-       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北京大学区块链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 & 北航教授、博导 朱皞罡 先生

17:05-17:20
物联网+智慧能源传感解决方案物联网+智慧能源传感解决方案

-       博世物联网事业部总经理 曲永雷 先生

17:20-17:35
基于窄带蜂窝物联网的智慧能源应用创新基于窄带蜂窝物联网的智慧能源应用创新

-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高级技术总监 肖青 先生

17:35-17:50
智慧光伏电站运营智慧光伏电站运营

-       保利协鑫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舒桦 先生

17:50-18:05
互联网+智慧能源创新与应用互联网+智慧能源创新与应用

-       IBM大中华区咨询整合服务总经理 姚念康 先生

18:05-18:20
2016中国智慧能源领军企业颁奖仪式2016中国智慧能源领军企业颁奖仪式

-       2016中国智慧能源产业十佳优秀案例颁奖

19:00-20:30 主办方答谢招待会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一：节能新10年——技术升级   服务创新分论坛一：节能新10年——技术升级   服务创新

地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节能有道义工 韩飞舟 先生



08:00—08:30 主题演讲

08:30—09:00
展望节能新10年展望节能新10年

-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研究员 戴彦德 先生

09:00—09:20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节能升级创新从国际视角看中国节能升级创新

-      能源基金会中国工业项目主任、博士 何平 先生

09:20—09:35
节能融资服务创新节能融资服务创新

-      华夏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张勇淼 先生

09:35—09:50
节能服务新路径探索节能服务新路径探索

-      中燕传媒董事长 胡杰 先生

09:50—10:05
节能服务的国际经验节能服务的国际经验

-      麦肯锡公司全球副董事合伙人 乔鲁诺 先生

10:05-10:35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10:05—10:20
节能技术升级节能技术升级

-      朗德华（北京）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永东 先生

10:20—10:30
节能技术升级节能技术升级

-      禄禧新能源科技公司董事长 金德禄 先生

10:30—10:40 茶歇

10:40—11:20

对话一：节能新10年——做什么  怎么做（围绕节能技术升级和服务创新讨论）对话一：节能新10年——做什么  怎么做（围绕节能技术升级和服务创新讨论）

主持人：节能有道义工代兵

对话嘉宾：

-      节能有道道友、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 张震龙 先生

-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监  常铮 先生 

-      节能有道道友

11:20—11:50

对话二：中国节能服务回顾与展望对话二：中国节能服务回顾与展望

主持人：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 赵明 女士

对话嘉宾：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       世界银行原首席能源专家 鲍勃·泰勒 先生

-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 戴彦德 先生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11:50—12:00 会议总结：节能有道义工代兵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二：从物联到智能打造智慧能源大脑分论坛二：从物联到智能打造智慧能源大脑

地点：贵宾室

09:00-09:10 会议开场，百度开放云-释放科技的力量

09:10-09:20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09:20-09:50 行业专家讲话（确认中）

09:50-10:20 天工物联网平台上的智慧能源方案

10:20-10:50 万物互连为新能源提供了新的机遇

10:50-11:20 云时代能源产业的新商业模式

11:20-11:50 圆桌论坛，主题“云时代能源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三：智慧能源企业分类标准及团体标准应用研讨会分论坛三：智慧能源企业分类标准及团体标准应用研讨会

地点：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北京标准化协会秘书长 罗桂平 女士

09:00-09:15

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致辞致辞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主旨发言

09:15-09:45
关于团体标准发展问题及企业标准化对策思考关于团体标准发展问题及企业标准化对策思考

-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王金玉 先生

09:45-10:15
打造互联网+标准建材产品供应生态圈打造互联网+标准建材产品供应生态圈

-        广东青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市建筑节能标准联盟秘书长  曹志勇 先生   



10:15-10:45
管理标准自定义时代的新思维 -  ISO 9001：2015新版启示管理标准自定义时代的新思维 -  ISO 9001：2015新版启示

-          北京标准梦工厂创始人&首席顾问/培训师 王二乐 先生  

10:45-11:00 茶歇

11:00-11:30
团体标准的理论与实践团体标准的理论与实践

-          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 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所合伙人 郑巧英 女士 

11:30-11:50
关于《智慧能源企业分类》和《智慧能源企业评估指标》联盟标准编制说明的报告关于《智慧能源企业分类》和《智慧能源企业评估指标》联盟标准编制说明的报告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部主任  吕秋生 先生

11:50-12:10 讨论环节

12:10 会议结束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四：智慧能源云与能源管控系统的价值体现分论坛四：智慧能源云与能源管控系统的价值体现

地点：贵宾室

主持人：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冯为民 先生

14:00—14:30
企业智慧制造与智慧能源的方向和实践企业智慧制造与智慧能源的方向和实践

-      宝信软件资深技术总监 吴毅平 先生

14:30—15:00
复杂能源系统的协同管控技术的发展复杂能源系统的协同管控技术的发展

-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赵珺 先生

15:00—15:30
大型企业能源系统的精细管理技术大型企业能源系统的精细管理技术

-      宝钢集团高级工程师 汤晓凡 先生

15:30—16:00
智慧能源云与能源管控的价值体现智慧能源云与能源管控的价值体现

-      宝信软件资深技术总监 冯为民 先生

二、对话交流

16:00—17:00

能源管控中心调度的主要任务能源管控中心调度的主要任务

-      宝钢能源调度中心主任 陈伟昌 先生

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的实践和效果评价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的实践和效果评价



-      祥光铜业能源中心主任 杨光海 先生

能源管理经验交流能源管理经验交流

-      参会人员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五：区域能源与智能微电网分论坛议程分论坛五：区域能源与智能微电网分论坛议程

地点：第八会议室

主持人：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李少敏 女士

14:00-14:10
致开幕词致开幕词

-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领导

14:10-14:30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实施意见解读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实施意见解读

-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规划处处长 刘建平 先生

14:30-14:50
区域能源与智能微电网区域能源与智能微电网

-        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荆书典 先生

14:50-15:10
能源互联网及其发展前景能源互联网及其发展前景

-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   孙宏斌 先生

15:10-15:30
关于国家质量基础建设及新能源产业应用思考关于国家质量基础建设及新能源产业应用思考

-        中国标准化院原副书记、研究员  王金玉 先生

15:10-15:30
待定

-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所总工程师  迟永宁  先生

15:30-16:00 茶歇

16:00-16:20
计量器具公共服务平台计量器具公共服务平台

-        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傅尔权 先生

16:20-16:40
题目待定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苗韧 先生

16:40-17:00
智能微电网的储能技术智能微电网的储能技术

-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信与工程学院教授   曲延斌  先生



17:00-17:20
能源资源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能源资源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        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吕峰 先生

17:20-17:40
智能建筑能源管控系统智能建筑能源管控系统

-        山东大学控制学院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岐强 先生

17:40-18:00
智能微电网标准化服务平台智能微电网标准化服务平台

-        智能微电网产业标准化联盟秘书长 周长平 先生

18:00 会议结束

 

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大会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四）

分论坛六：“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论坛分论坛六：“能源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论坛

地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晓
平 先生

13:30—
13:40

主持人介绍嘉宾及论坛

领导致辞

13:40—
13:50

-      中国区块链创新与应用联盟（筹）理事长 & 智慧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高坚  先生

13:50—
14:00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忠敏 先生

专题演讲

14:00—
14:40

颠覆——区块链技术改造世界颠覆——区块链技术改造世界

-      区块链技术全球顶尖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北航数字社会与区块链
实验室主任 蔡维德 教授

14:40—
15:20

重构——区块链技术的能源应用场景重构——区块链技术的能源应用场景

-      全球顶尖数据专家、伦敦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博士、英国国家研究院、伦敦大学研究员，入选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 朱皞罡 教授

15:20—
16:00

链接——区块链与能源互联网链接——区块链与能源互联网

-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成员，能源互联网专家 陈铮 先
生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16/


16:00—
16:20

茶歇

16:20—
18:20

主题对话：点金——区块链技术与能源互联网、能源金融的对接主题对话：点金——区块链技术与能源互联网、能源金融的对接

主题一：区块链与能源行业主题一：区块链与能源行业融资租赁融资租赁（16:20—17:00）（16:20—17:00）

主题二：区块链与能源行业资产主题二：区块链与能源行业资产证券证券化（17:00—17:40）化（17:00—17:40）

主题三：区块链与能源行业供应链金融（17:40—18:20）主题三：区块链与能源行业供应链金融（17:40—18:20）

 

主持人：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能源网首席信
息官  韩晓平 先生

对话嘉宾：

-          全球顶尖数据专家、伦敦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博士、英国国家研究院、伦敦大学研究员，入
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朱皞罡 教授

-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成员，能源互联网专家
陈铮 先生

-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范珣 先生

-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 于春玲 女士

-          协鑫集团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朱共山 先生

-          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冠邦 先生

18:20—
18:30

会议总结

 

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

分论坛七：智慧能源项目和产业合作对接会分论坛七：智慧能源项目和产业合作对接会

地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秦皇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何华庆 先生

08:30—09:00 嘉宾注册

09:00—09:10
致辞

-          秦皇岛市政府副市长 孙国胜 先生

09:10—09:20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介绍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介绍

-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扈秋宁 先生

09:20—09:35
秦皇岛智慧能源产业园介绍秦皇岛智慧能源产业园介绍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9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          中国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执行秘书长 潘崇超 博士

09:35—09:50
秦皇岛节能环保项目推介秦皇岛节能环保项目推介

-          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刘尤尤 先生

09:50—10:05 茶歇及参观博览会

10:05—10:15
优秀企业推介优秀企业推介

-          百度开放云代表

10:15—10:25
优秀企业推介优秀企业推介

-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10:25—10:35
优秀企业推介优秀企业推介

-       中能兴科（北京）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10:35—10:55
优秀企业推介优秀企业推介

-          秦皇岛当地企业代表

10:55—12:00 合作对接交流

 

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

分论坛八：区域能源网建设与智能微电网分论坛八：区域能源网建设与智能微电网

地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 王金玉 先生

08:30—09:00 嘉宾注册

09:00—09:30
未来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展望（拟）未来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展望（拟）

-      世界银行原首席能源专家 罗伯特•泰勒 Robert  Taylor（Bob） 先生 

09:30—09:50
电力市场化改革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拟）电力市场化改革与智慧能源产业创新（拟）

-       睿博能源智库中国项目主任 Frederick  Weston（Rick）先生 

09:50—10:10
全球能源发展趋势及能源的转型全球能源发展趋势及能源的转型

-      国网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办公室  毕研秋 博士  

10:10—10:40 茶歇

我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规划及政策我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规划及政策



10:40—11:00
我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规划及政策我国的新能源的发展规划及政策

-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主任  高虎 先生 

11:00—11:20
我国的电力市场改革及南方售电市场的实践我国的电力市场改革及南方售电市场的实践

-           华南理工大学  陈皓勇 教授  

11:20—11:40
大规模储能技术及其在电网中的应用 大规模储能技术及其在电网中的应用 

-           中国电科院  胡学浩  教授  

11:40—12:00
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的发展及未来面临的技术挑战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的发展及未来面临的技术挑战

-           中国电科院教高工   王伟胜 先生  

12:00 会议结束

 

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大会第三天（8月12日，星期五）

分论坛九：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分论坛九：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地点：贵宾厅

08:30—09:00 嘉宾及参会代表注册

09:00—09:10 主持人：中国能源网CEO 韩晓平先生

09:10—09:35
能源互联网行动政策解读能源互联网行动政策解读

-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曾鸣 先生

09:35—10:00
能源互联网大背景下，储能产业发展前景分析能源互联网大背景下，储能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       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泽林 先生

10:00—10:25
智能控制系统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及案例分析智能控制系统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及案例分析

-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裴俊 先生 

10:25—10:50
“大数据”技术与思维助力能源互联网发展“大数据”技术与思维助力能源互联网发展

-      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捷 先生

10:50—11:20

对话环节

讨论内容：新能源未来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探讨讨论内容：新能源未来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探讨

讨论嘉宾：

-      万帮新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事业部总经理 王磊 先生

-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裴俊 先生 



-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刘文平 先生

-      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捷 先生

-      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区总经理 鲍龙居 先生

11:20—11:50

对话环节

讨论内容：多能互补在未来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讨论内容：多能互补在未来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讨论嘉宾：

-      北京中科华誉能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军 先生

-      河北宇霆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霆 先生

-      沈阳金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鲁大伟 先生

-      北京亿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张超 先生

-      江西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领导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嘉宾拟邀请嘉宾

李毅中
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齐让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吴清海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

赵家荣
中国循环经济卋会会长

冯飞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何炳光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

江冰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司长

周大地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戴彦德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黎维彬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小亭
河北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

方向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94/


魏昊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主任

程林
山东大学热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代表

房庆
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李爱仙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

Robert Taylor
世界银行原首席能源与家

Thomas L.Friednan
纽约时报与栏作家

卢安武
《重塑能源》作者

彭小峰
阳光动力能源亏联网公司董事长

王玉锁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南存辉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周庆捷
中恒博瑞总经理

李宁
厦门大学能源学院院长

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翟永平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技术总顾问

刘 东
IEEE 1888委员会主席

冯庆东
国家电网研究院首席与家

王金玉
标准化战略与家

杨志强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新荣
浙江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雪涛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莫争春
保尔森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执行主任



迟永宁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所总工程师

苗 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林翎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分院院长

刘文强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荆书典
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鸣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不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8月10日至12日）参会费人民币：1500元/位2016中国能源互联网大会（8月10日至12日）参会费人民币：1500元/位

费用包含：会议全套资料（会刊及相关资料）、参会代表胸卡（闭门会议除外）、会议期间午餐及茶歇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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