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中国绿色金融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 中国绿色金融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1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中国绿色《2016中国绿色金融金融高峰论坛》高峰论坛》期待与国内外权威金融机构代表、 知名期待与国内外权威金融机构代表、 知名环保环保企业家企业家、、科研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院所专家学者、
各大媒体代表等齐聚一堂。 各大媒体代表等齐聚一堂。 

时间：时间：2016年11月23日-24日

地点：地点：北京国际饭店

规模:规模:1000人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北京日川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中国银行业协会绿色信贷专业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北京环境交易所 

中国技术交易所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国开泰富基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集团 

清华控股金信资本 

国泰君安证券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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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瞪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商道融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与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 

北京飞翔飞专业环保培训中心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开幕式开幕式

11月23日9:00-9:3011月23日9:00-9:30

日期 时间 发言主题与专家

11月23日 9:00-9:30

主持人：  侯雪松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副秘书长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顾秀莲 致辞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解振华副主任 致辞

环境保护部    黄润秋副部长 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    陈雨露副行长 致辞

主论坛11月23日9:30-12:00主论坛11月23日9:30-12:00

日期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与专家

11月23日

9:30-10:25

第一单元：绿色金融创新的政策机制

主持人：  杨秋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秘书长

 

新常态下金融改革与绿色经济发展 

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 

 

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经济发展

苏伟  国家发改应对气候变化司 司长

绿色制造与工业绿色发展

高云虎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司长

绿色金融--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吴舜泽  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 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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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40

第二单元：绿色金融创新与实践

主持人：  郭三野  中国银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绿色金融模式创新与发展   叶燕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 巡视员

顶层设计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首席经济学家

绿色GDP与环境质量改善   王金南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副院长兼总工

绿色金融改革与实践   薛鹤峰  兴业银行 副行长

11:40-12:00

第三单元：绿色金融践行活动

主持人：  王叶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常务副秘书长

绿色投资公约签约仪式    绿色投资机构

专题论坛一：绿色金融国际圆桌会议

11月23日13:30-17:30

主办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3:30-
13:40

会议致辞 葛察忠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政策部主任

13:40-
14:50

第一单元：绿色金融顶层
设计

主持人：  蓝虹  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

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与发展
规划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首席经济学家

绿色信贷发展与政策框
架   

叶燕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 巡视员

绿色金融法制建设    别涛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

绿色债券十三五资金需求 葛察忠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政策部主任

主持人点评   提问与讨论

14:50-
16:05

第二单元：绿色金融理论
与创新

主持人：葛察忠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政策部主任

题目待定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所长

PPP与绿色金融 蓝虹  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

题目待定 张伟  济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

题目待定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主持人点评  提问与讨论

16:10-
17:20

第三单元：绿色金融实践
与经验

主持人：国际绿色金融经验与启示   何懿伦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IFC）银行业专家

环保产业与绿色金融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

环境责任保险实践 沈晓悦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 殷红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

主持人点评  提问与讨论

17:2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17:20-
17:30

总结发言 葛察忠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政策部主任

 

专题论坛二：环保产业并购与投资论坛

11月23日13:30-17:50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协办单位：国泰君安证券  清华控股金信资本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3:30-15:00

第一单元：环保投资与海外并购 主持人：黄晓军  威立雅环境集团 中国区副总裁、董事总经理 

一带一路与海外投资   陈亮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主任

高峰对话

对话嘉宾

王继武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永政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控股

张开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春霖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愿平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金铎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00-16:20

第二单元：环保产业基金 主持人：刘昆  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鲁政委  兴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

 对话嘉宾

高峰对话

王文彪  亿利资源集团 董事长

何巧女  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正军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许开华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剑锋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开晓胜  盛运环保集团 董事长

国开金泰资本

第三单元：PPP项目融资模式创新 主持人：孙洁 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十三五”PPP模式发展前瞻 
焦小平  财政部PPP中心 副主任 

高峰对话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5/


16:30-17:50

对话嘉宾

文一波  桑德集团 董事长

逯元堂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 主任

王天义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笠钧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成跃  中国PPP基金 董事长

金永祥  大岳咨询 总经理

刘敬霞  京都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专题论坛三：科技创新项目与资本对接会

11月23日13:30-17:30

主办单位：中国技术交易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3:30-14:00 第一单元：环保科技+绿色金融
主持人：中国技术交易所 领导

科技部  领导发言

14:00-17:30 第二单元：项目路演

主持人：中国技术交易所 领导

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领域优质项目路演发布

项目现场交流互动

专家点评

 

专题论坛四：环境审计与环境会计论坛

11月23日13:30-17:30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联合主办：荷兰威科集团（拟邀）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3:30-15:00

领导致辞  

第一单元：环境审计 主持人：孙兴华  鑫正泰会计事物所 副主任 

环境审计职业化    王立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 教授

环境审计    荷兰威科集团

15:20-16:35

第二单元：环境会计 主持人：李江涛  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

环境会计理论与政策  

环境会计流程与方法  

环境会计实践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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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17:30

第三单元：环境财务管理 主持人：林震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科研副院长 

环境财务管理政策与研究  

环境财务管理实践与方法  

 

专题论坛五：绿色债券与第三方评估机构论坛

11月23日13:30-17:00

主办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商道融绿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拟邀）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3:30-
15:00

第一单元：主旨演讲 主持人：张睿  商道融绿 董事总经理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郭沛源  商道融绿 董事长

中国绿色债券支持目录解读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国际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经验 Sean Kidney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CEO

15:00-
16:30

第二单元：圆桌论坛（绿色债券如何点绿成
金）

主持人：张睿  商道融绿 董事总经理 

陈亚芹  兴业银行总行环境金融部市场开发处 处长

夏阳  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聂磊  中信证券债务资本市场部 总监

何懿伦  国际金融公司（IFC）可持续及气候融资银行业
专家

江涛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专题论坛六：碳交易与资产管理论坛

11月23日13:30-17:00  23日9:00-12:00

主办单位：北京环境交易所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协办单位：中国碳交易网

日期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与专家

13:30-16:30

第一单元：碳市场政策与环境

领导致辞

中国国家碳交易市场介绍

碳市场能否完成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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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政府将如何保证碳资产在配置过程中让市场机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政府如何确保控排企业监测、报告以及核查的真实性与数据准确性

碳市场中各个职能机构的介绍

从试点走向全国碳市场的得失

16:30-17:30
第二单元：高峰对话

碳市场中企业的应对策略

11月24日 9:00-12:00

第三单元：碳资产与碳金融

碳资产与碳金融市场

碳金融市场有效性的检验

碳金融市场中碳配额价格探讨

自愿减排量在碳市场中的属性

碳金融产品的风险评估

碳金融市场中投资组合

 

专题论坛七：土壤修复产业发展基金与投融资模式论坛

11月23日13:30-17:50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日期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与专家

11月23日 13:30-15:00

第一单元：中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

主持人：杨秋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秘书长

土壤污染的责任追究及资金机制   杨朝飞  环境保护部 原总工程师

“土十条”与修复产业发展    王夏 晖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研究员

中国土壤修复行业发展    胡清 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峰对话

对话嘉宾：

高胜达  中国环境修复研究院 院长

吕正勇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马骏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总监

潘利祥  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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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楼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陈青青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环保行业首席分析师

11月23日

15:10-16:20

第二单元：中国土壤修复产业基金与投融资模式

主持人：高胜达 中国环境修复研究院 院长

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分析    李发生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土壤修复PPP项目融资   逯元堂 环保部环境环保规划院 PPP中心主任

土壤修复技术创新    姜林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师

高峰对话

对话嘉宾：

薛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中心 副主任

赵保军  煜环环境 董事长

翟俊 国 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汤云柯  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副总裁

黄吉欣  东方园林投资拓展公司 总裁

周如刚  上海稷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翎  国新基金 董事总经理

16:30-17:50

第三单元：中国土壤修复项目融资结构设计与资本运营

主持人：黄锦楼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土壤修复的困境和融资模式解析   王立章  E20研究院 执行院长 

中国土壤修复与治理的投融资现状与展望  璩爱玉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博士  

湘潭市土壤修复治理的探索与建议  郭雯  湖南省湘潭市环科院 院长

高峰对话

对话嘉宾：

王威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环保行业研究所 首席分析师

李安民  北京久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美商银合（北京）有限公司

张峰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专题论坛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学术年会

11月24日18:00-21:00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时间 拟定发言主题 拟定发言专家

11月24日

9:00-12:00

主持人：蓝虹  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

优秀论文获得者学术报告

评委专家点评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曹和平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 

姜林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总工程师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副所长  

原庆丹
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  

蓝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张久明
内蒙古坤泰坤泰集团公司

董事局主席  

梅德文
北京环境交易所

总经理  

葛察忠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主任  

王立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注册费：2800元/人。含所有分论坛参会资格，午餐、晚宴、会议资料等。为保证会议筹备工作顺利进行，请
参会代表尽早报名预约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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