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
城市论坛暨中国（天津滨海）生态

智慧城市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七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暨中国（天津滨海）生态智慧城市论坛 将于2016年10月在天津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参会邀请函参会邀请函

　　由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天津市政府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
城市论坛暨博览会”，由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和天津市滨海新区主办的“中国（天津滨海）生态智慧城市论
坛”分别定于2016年10月21日下午和10月22日上午在天津滨海新区万丽泰达酒店会议中心召开。

　　作为中国生态城市建设方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行业盛会，“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暨博览
会” 始于2010年，已成功举办六届。论坛先后吸引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9000余名政要、知名学者和企业界嘉宾齐
聚滨海，共议绿色生态城市发展计划和绿色愿景。

　　当前，滨海新区面临着开发开放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天津）自贸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一带一路”战略五大机遇叠加的新形势，为进一步促进地区间合作，集聚优势，联动发展，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努力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城市。本届生态城市论坛以“生态城市与绿色创新”为主题, 将邀请主办
单位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年度主题发表权威性高水平演讲，同时还将设多场专题与平行分论坛，邀请专家学
者、生态城市领导、企业代表就生态城市智慧化路径与实践、城市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绿色金
融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出席本次大会！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2016年9月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七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第七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

1010月21日月21日

主题：生态城市与绿色创新主题：生态城市与绿色创新

时间 主题 演讲嘉宾（拟）

9:00-12:00 嘉宾签到嘉宾签到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1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7/


14:00-14:10 主持开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14:10-14:15 致辞
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宗国英

14:15-14:30 致辞 国家领导

14:30-14:40 致辞 驻华大使

14:40-14:50 致辞 国家发改委领导

14:50-15:00 致辞 新加坡领导

15:00-15:10 致辞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

15:10-15:40 主题演讲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原信息产业部副部
长、原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曲维枝

15:40-16:05

 
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主任　马骏

16:05-16:30

 
主题演讲

曾任瑞典议会的成员、瑞典红十字会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救灾委员会
主席、罗马俱乐部与泰勒柏里基金会副主席以及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　
Anders Wijkman

16:30-16:55 主题演讲
南开大学校长、教授

龚  克

16:55-17:05

 
主题演讲

天津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张　勇 

中国（天津滨海）生态智慧城市论坛中国（天津滨海）生态智慧城市论坛

1010月22日月22日

主题：生态城市智慧化路径与实践主题：生态城市智慧化路径与实践

时间时间 主题主题 演讲嘉宾（拟）演讲嘉宾（拟）

09:00-09:05 主持开幕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秘书长　马述
杰　

09:05-09:15 致辞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中国电子信息行
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曲维枝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循环经济研究 室主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94/


09:15-09:30 主题发言 任

杨春平

09:30-09:45 主题发言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局中国区司长   
庄庆维

09:45-10:00 主题发言 中新天津生态城经济局副局长　王喆

10:00-10:15 主题发言
贵州贵安新区开投公司副总经理　耿
贵刚

10:15-10:30 主题发言
福建武夷新区规划建设部副部长　范
红雷

10:30-10:45 绿色地平线
ＩＢＭ 中国研究院院长　　　沈晓
卫 

10:45-11:00 多规合一
泰华智慧产业集团副总裁　　　殷庆
华

11:00-11:15 生态修复 北林科技集团

11:15-11:45 对话环节
政府、园区、专家、企业四方对话，
共话生态城市发展

11:45-12:00 签约仪式 　　

12:00-13:00 午  餐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序序
号号

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

1 刘明康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

2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3  曲维枝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信息化领导
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4 宗国英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5 闫庆民 天津人民政府副市长

6 张  勇 天津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7 安筱鹏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8 夏青林 天津滨海新区副区长

9  冯  奎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10 宋雨燕 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主任

11 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第五届国合会委员

12 夏  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13 李  蕾 中国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

14 张克平 无锡市信息化和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序序
号号

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

1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教授

2 王利华 南开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3 白聚山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4 朱  坦 南开大学教授

5 陈吕军 清华大学教授

6 邹  涛 清华同衡设计研究院生态所所长

7 车  伍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

  8 郭绍辉 中国石油大学相关教授

9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10  松本亨 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11  王亚平 格拉斯哥大学教授

12  毛洪钧 教授

13 李建平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14 马述杰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15 姚建铨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16 徐  军 中国生态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6/


17  马  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18 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19 杨晓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20 王利民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

21 沈晓卫 ＩＢＭ 中国研究院院长 

 22 杨建新 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

23 俞孔坚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首席设计师

序序
号号

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

1  左  健 天津裕川环境总经理

2 吴晓辉 安邦保险集团CEO

3 井贤栋 阿里巴巴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

4 丁化美 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

5  蔡  飞 北京林大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6  徐  军 北京北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7 陈波平 世界未来委员会中国项目总监

8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9 饶及人 美国龙安集团总裁

10 管乃彦 中天集团副总工程师

11 王  宏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12 管  理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3 郑  勇 沈阳卫德建筑产业现代化科技集团董事长

14 孙  英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院长

15 陈  音 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5/


16 谢远见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17
Florian

Zimmermann
德国戴水道公司总监

18
Florian

Zimmermann
德国戴水道公司总监

19 尹环英 世界未来委员会高级项目专家

20 李建平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21 蔡  飞 中国生态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董事长

22 贾立东 北京凯英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序序
号号

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

1 蒋南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

2 Bree 德国代表

3 张沐曦 联合国人居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

4 庄庆维 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局中国区司长

5
Anders

Wijkman
曾任瑞典议会的成员、瑞典红十字会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救灾委员会主席、罗马俱乐部与泰
勒柏里基金会副主席以及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

6
Samantha
Anders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高级顾问

7 蒋南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1400元/人参会费用：1400元/人，费用包括会议费、资料费、午餐。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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