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光伏领袖峰会-扬州专场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光伏领袖峰会-扬州专场将于2017年05月在扬州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中国中国光伏光伏领袖峰会领袖峰会-东部专场东部专场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光伏领袖峰会”是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CREIA）发起主办的光伏产业高端论
坛。以往五届大会围绕全球市场、政策动态、技术革新、并网补贴、质量标准以及行业融资等行业热点议题，邀请
国家主管机构、光伏产学研各界领袖齐聚一堂、深度剖析和探讨交流，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光伏产业上下游企业
精英代表、国际国内行业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与高度认可。

    2016年，我国光伏产业又一次刷新了成长记录，当年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7742万千
瓦，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蝉联全球第一。全年发电量662亿千瓦时，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1%。与此同时，光伏
组件成本大幅下降，光伏发电补贴开始逐步退坡。受政策导向影响，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发展提速，2016年新
增装机容量424万千瓦，比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增长200%。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有较大增长。农光互补、渔光互
补等光伏应用模式不断创新，规模不断增减，大大提升了光伏发电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产业发展思路。

    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产业发展，有的放矢的解决光伏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2017年光伏领袖峰会将分设“东
部专场”和“西部专场”，把脉东西部光伏发展面临的不同问题，探讨提出解决方案，汇聚精英力量，实现产业健康、
有序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全国百强城市，扬州市一直积极应对城市能源问题，力促能源结构调整。被评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
范城市和国家智能电网示范城市，拥有良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础。高邮城南经济新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项目入选国家示范工程；宝应县在渔光互补光伏发电方向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也契合了国家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战略方向。因此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拟邀
请扬州市政府共同主办本届峰会，为东部地区探索更为优化的光伏发展模式，深化推动区域能源转型。

会议形式及内容：会议形式及内容：

    本届论坛以闭门圆桌研讨、开幕致辞、主旨发言、高端对话、主题论坛等形式为载体，以“探索东部地区光伏产业
发展，深化推动区域能源转型”为主题，重点讨论“领跑者”计划如何领跑分布式光伏发展、光伏多模式开发以及城市
多能互补集成发展问题。

会议时间、地点及规模：会议时间、地点及规模：

     时间：2017年5月24-25日

    地点：江苏 扬州香格里拉酒店

    规模：300人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 光伏领袖峰会光伏领袖峰会——扬州论坛扬州论坛 议程概览议程概览

第一天：第一天：2017年年5月月24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14：：00-17：：00 光伏农业健康发展光伏农业健康发展沙龙沙龙（闭门）（闭门）          规模：规模：70人人          形式：圆桌会议形式：圆桌会议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作为光伏创新开发模式，农光互补、渔光互

补逐渐成为东部地区光伏开发的重要模式，如何有效利用光伏发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光

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由于光伏与农业项目的开发量增加，光伏产业与农业结合发展中有很多问题亟

待规范，如用地问题、开发流程、主体责任等。为此，本届光伏领袖峰会将以光伏农业（含渔业）健康发展

为主题进行专题研讨。

17：00-19：00 欢迎晚宴欢迎晚宴

 

第二天：第二天：2017年年5月月25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09：00-09：30

主持人：主持人：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原主任

开幕致词：部委领导、主办单位领导开幕致词：部委领导、主办单位领导

扬州市领导

邢翼腾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新能源处 副处长

石定寰  原国务院参事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王勃华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秘书长

09：30-10：30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主旨发言环节拟邀请专家就目前能源产业形势、电力市场状况、光伏产业现状及发展方向、产业政策解读

（电力体制改革、绿证等）、技术及应用趋势等问题进行主旨发言。

 

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王世江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绿色电力证书制度解读绿色电力证书制度解读     谢宏文 水电水利规划总院新能源处 主任

电网规划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电网规划与新能源产业发展  黄碧斌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主任

光伏行业的思考及展望光伏行业的思考及展望    瞿晓铧  阿特斯电力集团董事局主席

新电改背景下光伏行业新机遇新电改背景下光伏行业新机遇   张传名  九州售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题论坛一：新能源城市（园区）论坛主题论坛一：新能源城市（园区）论坛

2012年开始国家能源局开始推行建设新能源示范城市，时至今日，我过新能源产业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特别是以分布式光伏为代表的分布式能源利用形式为城市实现低碳、清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本

环节将就新能源城市（园区）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遇到的障碍和解决方案进行讨论。



10：30-12：00

主持人：主持人：

胡润青    胡润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扬州市新能源扬州市新能源城市建设城市建设现状及未来现状及未来 

扬州市发改委领导

讨论主题：讨论主题：

城市能源供给与应用如何实现低碳化发展；

不同类型的城市（工业城市、旅游城市……）的能源发展诉求及方案；
电网如何应对城市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发展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扬州市发改委领导

秀洲工业园区领导

黄碧斌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主任

李   帅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 高级总监

高   攀    普天新能源责任有限公司 投资部总经理

12：00-13：30 午餐午餐

13：30-15：00

主题论坛二：光伏领袖对话主题论坛二：光伏领袖对话

主持人：主持人：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原主任

光伏产业是近年来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高

速的发展一方面迅速成就了光伏产业的国际地位，另

一方面也给产业提出了很多的发展难题。如何看待产

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逆势增长？如何应对

2017、2018年产业界严重的“冬天”？如何规划产业
未来？如何规划国内外市场？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全球光伏市场需求预测及产业链趋势全球光伏市场需求预测及产业链趋势

胡丹  IHS Markit高级分析师

议题讨论拟邀请嘉宾：议题讨论拟邀请嘉宾：

李   原    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

主题论坛三：光伏领跑者论坛主题论坛三：光伏领跑者论坛

主持人：主持人：

吕芳吕芳  中国可再生能源光伏专委会           秘书长

2016年八大领跑者基地招标大大推动了光伏产业的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未来，国家能源局拟将推出升级

版的“领跑者计划”，对已具备规模化量产能力但由于
成本偏高、市场认知等阻碍产能尚未释放的先进技术

进行重点扶持，以帮助先进技术突破“技术锁定”瓶
颈。面对不断提升的技术要求，龙头企业如何应对以

及如何保持“领跑”。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领跑者计划的实施效果及规划思路领跑者计划的实施效果及规划思路

王霁雪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 副主
任

领跑者计划促进中国光伏技术发展领跑者计划促进中国光伏技术发展

邢国强，阿特斯电力集团高级副总裁兼

首

席技术官

议题讨论拟邀请嘉宾：议题讨论拟邀请嘉宾：

王霁雪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 副主



徐   阳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瞿晓铧    阿特斯电力集团董事局主席

阮少华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市场技
术部总经理

钟宝申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宏波    国家开发银行 处长

张喜冬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任

宝应县人民政府领导

乔军平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总裁

邵勇刚 西安特变电工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尚耀华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总经理

徐汉东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中国系统

            事业部助理副总裁

李   进  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   韧  国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秋菊  杜邦电子与通讯事业部中国区技术总
监

15：00-15：30 茶歇茶歇

15：30-17：00

主题论坛四：光伏农业（含渔业）论坛主题论坛四：光伏农业（含渔业）论坛

主持人：主持人：

待定

光伏发电由于具有适合分布式开发的特点，被越来越

多的创新利用在于一、二产业中。特别是光伏农业，

经过近年来的优化发展，成为农业盈利增长点之一。

本环节将探讨光伏农业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注意事

项、如何通过优化结合模式使光伏发电更好的服务于

现代化农业。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中国农业大学

光伏农业协会

议题讨论拟邀请单位：议题讨论拟邀请单位：

魏广军  阿特斯能源事业部（中国区）副

总经理

冯德志  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进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张耀邦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副总裁

李  进   江苏舜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葛志坚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题论坛五：质量论坛主题论坛五：质量论坛

主持人：主持人：

罗新莲罗新莲   TüV 南德意志集团（中国）光伏技术签证
官，北方区产品服务高级经理

质量是任何一个产业必须坚守的底线，随着光伏应用

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对光伏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多样

的要求，如何保证项目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安全有效

运行是制造商、设计单位以及开发商所面临的共同问

题。

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分布式发展的分布式发展的品牌品牌、品质和未来方向、品质和未来方向 

付   波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中国区市场拓展经
理

国家光伏发电公共数据监测平台国家光伏发电公共数据监测平台

许晓慧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中心
监控与技术研究室主任

议题讨论拟邀请单位：议题讨论拟邀请单位：

丁   杰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副
所长

邢合萍  国家质量认证中心市场总监兼新能源
处处长

谢秉鑫  鉴衡认证中心副主任

许    涛  阿特斯电力集团技术部技术总监



 

 

李    韧  国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付   波  杜邦光伏解决方案中国区市场拓展经
理

张   晶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总监

孙   洋  招商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8：00-20：00 招待招待晚宴晚宴

第三天：第三天：2017年年5月月 26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09：00-10：30
项目项目/企业参观企业参观

扬州市洁源污水处理场扬州市洁源污水处理场太阳能太阳能光伏项目光伏项目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拟邀请嘉宾（部分）：会议拟邀请嘉宾（部分）：

朱朱  明明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    

石定寰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

李俊峰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王勃华王勃华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

王仲颖王仲颖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

蒋丽萍蒋丽萍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易跃春易跃春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王斯成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吕吕  芳芳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参会普通参会 ：：2000元元， 费用包含会议费、会议资料、参会证件、会议期间用餐。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