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国际能源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国际能源峰会将于2017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中国国际能源峰会暨展览会】中国国际能源峰会暨展览会】

主题：多能互补主题：多能互补·智慧互联智慧互联·跨界应用跨界应用

一、活动简介一、活动简介

1、中国能源行业全领域盛会、中国能源行业全领域盛会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是我国能源行业的全领域盛会。上一届能源峰会，得到了中国能源和装备行业五家国家级行业
协、学会的共同组织或参与，得到了来自电工电器、汽车、环保机械、动力工程、光伏等领域多个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行业组织的协同组织和支持，更得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重要/主管领导的支持与参与。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是国内唯一一个能源全领域盛会。

2、中国能源领域行业间交流合作、跨界创新的平台、中国能源领域行业间交流合作、跨界创新的平台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是一个独特的、致力于行业间交流合作、跨界创新的活动平台，通过“行业间的交流促进变革”。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的交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兴的专业领域，二是技术的跨领域交流与合作，三是行业
间的跨界协作，协同发展。

2017中国国际能源峰会重点呈现：

能源能源互联网互联网技术与装备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与装备的发展和应用；

节能与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节能与环保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氢能源及燃料氢能源及燃料电池电池技术；技术；

风光储充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与集成创新；风光储充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与集成创新；

燃气轮机技术与分布式能源等；燃气轮机技术与分布式能源等；

3、权威性与开放性传播平台、权威性与开放性传播平台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一方面具有良好的行业背景，另一方面以开放性著称。峰会包容不同的产业经济和技术学术观
点，并努力将其广泛传播。

二、二、2016中国能源峰会暨展览会回顾中国能源峰会暨展览会回顾

2016中国国际能源峰会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主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支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电工技术学
会、中国动力工程学会、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中国能源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院等单位共同主办。

2016中国能源峰会共组织24场会议活动、安排演讲报告逾160次，共有2600人次代表出席会议、内容涵盖氢能与燃
料电池、能源互联网、光伏、石油石化、节能环保、核电与燃气轮机等多个领域。

2016中国（北京）国际能源技术与装备展览会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共有300余家业界企业参展，展出面积11000平
方米，观众8000余人次。

三、活动三、活动架构架构

批准单位：批准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会议）

商务部（展览）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支持单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共同主办：共同主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机联华（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四、时间地点：四、时间地点：

会议：2017年8月28-30日

展览：2017年8月28-30日

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2017年8月28日

会议展览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五、展览安排五、展览安排

1、展出范围：、展出范围：

氢能源与燃料电池技术

氢能源制备、储运、加注技术与设备、燃料电池技术与设备、燃料电池车；

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设备

能源互联网系统技术、智能电网技术与设备、微电网技术与设备、分布式能源技术与设备、能源路由器、主动配电



设备、物联网技术与设备、大数据技术、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与储能设备等；

工业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

重点节能项目、园区展示；

重点节能环保装备：工业节能服务与技术装备、工业烟气污染治理技术装备、工业废水技术与设备、环保服务业

风光储充一体化技术与设备

风电、光伏、储能、充电设施技术装备及集成创新应用

燃气轮机技术装备及分布式能源

核电技术装备

其他能源技术与装备

2、主要专业展、主要专业展

2017（第二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应用展览暨产业发展大会

2017中国工业节能环保重大项目及技术装备展示会

2017（第二届）中国国际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暨展览会

2016（首届）中国风光储充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2016（第五届）中国国际燃气轮机展览会

2016（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装备展览会暨核电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2016（第六届）中国国际无损检测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7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会议安排（初步方案）

8月28日

上午

时间 会议活动项目 组织单位 规模 会议室 面积

08:30-

09:45
贵宾室活动、开幕式、领导巡馆 大会组委会 20人

E区1楼序厅
贵宾休息室

300

09:45-

12:00

中国能源产业协作会议（峰会主会
场）

大会组委会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B

600

09:30-

12:00

2017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主
会场

工信部、中机联、环保中心、中机联
华会展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A

550

09:30-

12:00
2017中国核电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中机联、电工学会、动力学会、企发
展览等

180人 306AB 306

09:30-

12:00

2017中国风光储充技术融合创新产业
应用发展大会主会场

中机联 120人 302AB 270



09:30-

12:00

中国内燃机工业技术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50人 E区4号展厅 300

09:30-

12:00

现代煤化工技术装备与信息化建设交
流会

中机联、中国石化联合会等 150人 307AB 306

下午

13:30-

17:30

2017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主
会场

工信部、中机联、环保中心、中机联
华会展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A

550

13:30-

17:30

2017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大会主会场

中机联、电器协会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B

600

13:30-

17:30

2017中国风光储充技术融合创新产业
应用发展大会主会场

中机联 120人 302AB 270

13:30-

17:30

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能
源微网视角下的需求侧管理

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盟、能源
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1AB 270

13:30-

17:30

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分布
式专场

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盟、能源
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2AB 270

13:30-

17:30
2017中国核电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

中机联、电工学会、动力学会、企发
展览等

180人 306AB 306

13:30-

17:30
中国内燃机工业技术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50人 E区4号展厅 300

13:30-

17:30

现代煤化工技术装备与信息化建设交
流会

中机联、中国石化联合会等 150人 307AB 306

8月29日

上午

09:00-

12:00
2017中国绿色金融产业研讨会

人民银行、银监会、中节能、中机联
等

150人 307AB 306

09:00-

12:00

“节能环保装备+钢铁焦化行业”技术研
讨会及供需对接会

中机联、环保中心、上海钢联 120人 302AB 270

09:00-

12:00

石油和化工行业VOCs治理技术研讨及
供需对接会 中机联、环保中心、中国化工报社 120人 303AB 270

09:00-

12:00

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技
术专场

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盟、能源
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1AB 270



09:00-

12:00

第四届中国光伏技术创新应用暨投融
资论坛

中机联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A

550

09:00-

12:00
2017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大会 中机联、储能技术与应用杂志社 80人 305 135

09:00-

12:00

2017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大会—氢能源专场

中机联、电器协会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B

600

09:00-

12:00
2017中国燃气轮机产业技术高峰论坛

中机联、电工学会、动力学会、企发
展览等

180人 306AB 306

09:00-

12:00

2017中国国际内燃发电设备与分布式
能源高峰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1 144

09:00-

12:00
2017再制造产业发展研讨会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2 144

09:00-

12:00

2017中国国际内燃机工业可持续发展
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6 144

下午

13:30-

17:30
2017中国绿色金融产业研讨会

人民银行、银监会、中节能、中机联
等

150人 307AB 306

13:30-

17:30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企业与绿债发行机
构项目洽谈会

人民银行、银监会、中节能、中机联
等

40人 待定 待定

13:30-

17:30

“节能环保装备+钢铁焦化行业”技术研
讨会及供需对接会

中机联、环保中心、上海钢联 120人 302AB 270

13:30-

17:30

石油和化工行业VOCs治理技术研讨及
供需对接会

中机联、环保中心、中国化工报社 120人 303AB 270

13:30-

17:30

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技
术专场

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盟、能源
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1AB 270

13:30-

17:30

第四届中国光伏技术创新应用暨投融
资论坛

中机联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A

550

13:30-

17:30
2017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大会 中机联、储能科学与技术杂志社 80人 305 135

13:30-

17:30

2017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
展大会—燃料电池专场

中机联、电器协会等 300人 C区1楼多功
能厅B

600

13:30-

17:30
2017中国燃气轮机产业技术高峰论坛

中机联、电工学会、动力学会、企发
展览等

180人 306AB 306



13:30-

17:30

2017中国国际内燃发电设备与分布式
能源高峰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1 144

13:30-

17:30
2017再制造产业发展研讨会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2 144

13:30-

17:30

2017中国国际内燃机工业可持续发展
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6 144

8月30日

上午

09:00-

12:00

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对接和技术
交流座谈会

能源局、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
盟、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1AB 270

09:00-

12:00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移动电站技术专业
委员会2017年会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1 144

09:00-

12:00
2017内燃机先进制造国际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2 144

下午

13:30-

17:30

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对接和技术
交流座谈会

能源局、中机联、中关村智慧电力联
盟、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

100人 301AB 270

13:30-

17:30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移动电站技术专业
委员会2017年会

电工技术学会 100人 E231 144

13:30-

17:30
2017内燃机先进制造国际论坛 内燃机协会、东方嘉恒展览等 100人 E232 144

 

2017中国能源产业协作会议中国能源产业协作会议

（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主会场）（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主会场）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时间：2017年8月28日·国家会议中心C区一楼多功能厅B

08:00-09:00   会前活动：主要领导与会前活动：主要领导与VIP贵宾交流贵宾交流

主要领导与主要领导与VIP贵宾交流（贵宾交流（E区区1楼序厅贵宾休息室）楼序厅贵宾休息室）

部委与行业组织领导：

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08:00-09:0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有关专业协会、地方政府领导

与会骨干企业领导

09:00-09:45   领导巡馆（参观展览）领导巡馆（参观展览）

09:45-12:30   2016中国能源产业协作会议（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主会场）中国能源产业协作会议（中国国际能源峰会主会场）

会议主持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领导

09:45-10:40 致辞与讲话致辞与讲话

09:45-10:00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王瑞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10:00-10:20 部委领导讲话 国家能源局

10:20-10:40 部委领导讲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

10:20-11:40 产业创新发展，助力能源革命产业创新发展，助力能源革命

10:20-10:40
能源革命背景下的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创新
实践

李寿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

10:40-11:00 能源革命背景下的中国电力行业的创新实践
杨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理
事长

11:20-11:40 待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拟邀）

11:40-12:00 待定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拟邀）

12:00-12:20
致力节能环保产业，推动能源革命—央企的
使命与实践（拟） 刘大山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总裁

12:20-12:25 大会总结陈词 李春雷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总裁

12:25-13:20 工作午餐

 

2017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

中国节能环保金融联盟

分会场主办：分会场主办：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报社

 

一、一、2017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中国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峰会主会场主会场

时间：2017年8月28日·国家会议中心C区一楼多功能厅A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赵强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09:00-10:05 致辞与讲话致辞与讲话

09:00-09:05 主办单位领导致辞 张克林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09:05-09:25 领导讲话 高云虎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09:25-09:45 领导讲话 任树本 发改委环资司司长

09:45-10:05 领导讲话 刘大山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总裁

10:05-12:15 中国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形势中国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形势

10:05-10:30
我国工业节能和绿色产业形势分析与政策
解读

尤勇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节能处处长

10:30-10:55 省市政府在推广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方面
的典型经验交流

陈传宏 评估监理处主任  科学技术部 重大专项

10:55-11:20 题目待定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20-11:45 题目待定
张荣初 董事长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11:45-12:10 题目待定 江苏磁谷科技有限公司

12:10-13:30 午餐 休息

13:30-17:30 工业节能环保的政策、模式和创新实践工业节能环保的政策、模式和创新实践



13:30-14:00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
录》企业申报、评审要点

王亦宁  秘书长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14:00-14:30 题目待定
王智慧  董事长

北京中益能科技有限公司

14:30-15:00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资金专项实施情况与申
报、评审要点培训

吴  刚  副主任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

15:00-15:30 祥和节能集团 祥和节能集团

15:30-15:40 茶歇交流 茶歇交流

15:40-16:00 重点节能环保企业的实践与探索 待定

16:00-16:30

 

节能督察工作解读、节能服务企业申报培
训

李博洋 副所长

赛迪研究院节能所

16:30-17:00
ppp项目的发展为节能环保行业带来的机遇
和要求

焦小平  ppp中心主任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2017中国绿色金融产业研讨会中国绿色金融产业研讨会

指导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司指导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司

银监会银监会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中机联华（北京）会展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展览工作部）

时间：2017年8月28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楼307AB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主持人：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副总经理

09:00–09:20

开幕致辞

监管机构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人民银行/银监会/中国金融学会/中
节能集团领导

主题发言1:



09:30–10:20 技术如何为绿色债券开辟新的可能性  

 

目录修订介绍

新兴行业和领域的出现-绿色融资的影响和机遇

案例介绍

中节能衡准

中节能衡准

有关券商/银行

10:20-10:30 问答和互动  

10:30–11:00 茶歇  

11:00–12:00

主题发言2:绿色金融创新如何助力绿色投融资

指数介绍

指数维护和观察

指数在国际绿债市场的应用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中节能衡准

有关绿色金融国际机构

12:00-12:20 问答环节  

12:20-14:00 午餐  

14:00-15:00

主题发言3:绿色债券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研究分享

中债：题目待定

 

中节能衡准

15:00-15:30 茶歇  

15:30–16:30

小组讨论：如何进一步挖掘绿色债券市场的潜力

什么可以推动绿色债券发行人更大的多元化？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扩展到新兴行业，近期绿色债券投资者
的变化和新需求

绿色债券发行意愿与宏观经济的联系-

如何更好地服务发行人创造环境服务和融资解决方案的创
新机会

 

 

16:30–17:00 总结和反馈以及下一步建议  

 

三、三、2017“节能环保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钢铁焦化行业钢铁焦化行业”技术研讨会及供需对接会技术研讨会及供需对接会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楼302AB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赵强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09:00-09:55 致辞与讲话致辞与讲话

09:00-09:05 主办单位致辞 张克林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09:05-09:25 领导讲话 赵鹏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资司 副司长

09:25-09:40 领导讲话 崔丕江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长

09:40-09:55 领导讲话 靳  伟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

09:55-12:1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09:55-10:15
钢铁焦化企业的节能环保形势和存在的困
难

重点钢铁焦化企业

10:15-10:40 题目待定            刘森 北京亿玮坤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0:40-11:05 烧结烟气脱硫治理方法 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1:05-11:30 钢铁焦化烟气脱硫脱硝技术分享 赵引德 廊坊市晋盛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1:30-11:55 题目待定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11:55-12:20 低温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上海技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20-13:30 午餐 休息

13:30-17: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3:30-13:50 待定
李绍宽 山西和风佳会电化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

13:50-14:10 冶金工业余热高效利用新技术 魏小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教授

14:10-15:10

1、工业窑炉烟气碳捕集技术；

2、冶金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

3、排污企业第三方治理机制、推进环境监
测服务主体多元化和服务方式多样化；

待定



4、钢铁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

5、焦炉煤气制氢技术；

15:10-15:30
低温热的能质调配与转化理论及其利用技
术

张于峰 天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15:30-17:00

1、钢铁企业余热余压回收利用；

2、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整体解决方案研究及
应用；

3、热态炉渣余热高效回收和资源利用、钢
渣显热技术；

4、荒煤气显热回收利用，焦炉烟道气脱硫
脱硝脱氨逃逸、烟尘治理

5、钢铁冶金行业烟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治理
方法；

6、钢铁冶金行业烟气量减排与污染物深度
治理

待定

 

四、四、2017石油和化工行业石油和化工行业VOCs治理技术研讨及供需对接会治理技术研讨及供需对接会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

中国化工报社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三楼303AB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吴刚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09:00-09:55 政策与形势解读政策与形势解读 

09:00-09:30
VOCs排放国家标准解读及对石化行业的要
求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09:30-10:00 石化行业污染治理形势及绿色发展 傅向升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09:55-12:1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0:00-10:45
化工园区污染源头治理的特点、需求和实
践（三个重点单位的情况介绍）

中石油

中海油

中国化工集团



10:45-11:05 题目待定            南京常荣声学环保

11:05-11:25 题目待定 北京美斯顿科技

11:25-11:45 钢铁焦化烟气脱硫脱硝技术分享 赵引德 廊坊市晋盛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1:45-12:05 题目待定 南京常荣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12:05-12:25 题目待定 招商中

下午：

主持人:          中国化工报社

13:30-17: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13:30-16:00

化工园区污染源头管控的新技术和新模式

典型化工园区污染源头管控的模式和实
践；

化工园区废气综合治理系统设计与规划；

化工园区污染治理和环保项目投融资模式
分析

待定

16:00-17:00
以环保重大装备目录编制为抓手，加快石
油化工行业环保装备发展

讨论与问答

 

广州肇庆、河南新密、山东新泰、山东枣庄、江西高安市广州肇庆、河南新密、山东新泰、山东枣庄、江西高安市ppp项目推进会（待定）项目推进会（待定）

时间时间:8.29日日   地点地点:北京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国家会议中心3楼楼

 时间时间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发言人发言人

08:00-09:00 报到报到

主持人:      赵强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对接领导：

广州肇庆市赖泽华市长带队       对接企业：水 、气、固治理技术企业

河南新密市张红伟

四川武胜毛加庆

山东新泰市刘学保

江西高安市聂智胜



 

2017第二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CHFCE2017)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共同主办：共同主办：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中国能源报）、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机联华（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氢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国际氢能协会、加拿大氢能燃料电池协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燃料电池分会、中国可再生能
源学会氢能专业委员会、国际氢能杂志（IJHE)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中国能源报、中国汽车报、中国氢能源网、氢气网

 

一、一、2017第二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主会场主会场

时间：2017年8月28日·国家会议中心C区1楼多功能厅B

下午（下午（13:30-17:30））2016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中国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大会（CHFCE2017)

13:30-13:45 介绍嘉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

13:45-14:05

部委领导致辞

主办方领导致辞
 

14:05-14:25 待定 国家能源局/工信部

14:25-14:45 待定 衣宝廉 院士

14:45-15:05 待定
Ned T.Stetson, Ph.D. （Hydrogen Storage

Program Manager-Fuel Cells Technologies

Office，DOE）

15:05-15:25 待定

Daryl Willson

Canada Hydrogen and Fuel Cell

Association(CHFCA)

15:25-15:40 茶歇 参观展览  

15:40-16:00 待定
Javier Brey

Spanish National Hydrogen Association (AeH2)

16:00-16:20 待定 毛宗强（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16:20-16:40 待定 马金华 书记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16:40-17:00 UNDP与中国氢产业发展 张卫东（UNDP）

17:00-17:20 待定
（待定）NEDO（New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18:00-20:00 晚宴（受邀参加）  

 

二、氢能源专场二、氢能源专场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C区1楼多功能厅B

主持人：王德军主持人：王德军 中电丰业中电丰业

9:00-9:20

法国阿海珐氢能公司MW级水电解制氢储能
中心在解决大体量可再生能源过剩电力的应
用

王德军 董事长 北京中电丰业公司

9:20-9:40 Amide and Ammonia as Hydrogen Carriers 陈  萍 研究员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9:40-10:00 待定 Director Maria 

National Hydrogen Center (CNH2) Spanish

10:00-10:15 休息 参观展览

10:15-10:35 待定 史华伟   空气产品公司

10:35-10:55 待定 刘玉涛 (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11:00-12:00
氢能小镇专场对话（主持人 待定）

（嘉宾：武汉市、佛山市、如皋市、台州市、大连旅顺口区、盐城市）

12:00-13:30 午餐 

 

二、燃料电池专场二、燃料电池专场

时间：2017年8月29日下午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C区1楼多功能厅B

主持人主持人 程亚飞程亚飞 氢璞创能氢璞创能

13:30-13:50 待定 Alfred Wong（巴拉德 ）

13:50-14:10 待定 欧阳询（氢璞创能）



14:00-14:20 待定 Martin Skrikerud(Cell Impact)

14:20-14:40 Fuel Cell Application Yibo Zhao  (Power Cell)

14:40-15:00 待定 （待定）雪人集团

15:00-15:15 茶歇 参观展览

15:15-15:35 Customised solutions forLTPEM MEAs Rainer Wellmanns  HyPlat

15:35-16:05 待定
Dr. Michael Goetz

（ELringKlinger AG )

16:05-16:25 待定 陈融 （百应能源）

16:25-16:45 待定 待定（新源动力）

16:45-17:05 待定 Kevin Kendall （伯明翰大学）

17:10-18:00
氢能与燃料电池行业投融资专场（对话）主
持人：（待定）

拟邀嘉宾

华泰证券研究所 章诚 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

金沙江创投   总监

中国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徐炳生

中广核氢能基金 徐文辉 负责人

上海氢枫能源有限公司 方沛军 总经理

 

2017中国风光储充技术与装备展暨产业发展大会中国风光储充技术与装备展暨产业发展大会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共同主办：共同主办：中国汽车传播集团（中国能源报）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机联华（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一、一、2017中国风光储充技术与装备展暨产业发展大会中国风光储充技术与装备展暨产业发展大会主会场主会场



时间：2017年8月28日·国家会议中心302AB

主持人：主持人：    待定待定

09:00-09:05 大会介绍、来宾介绍 主持人

09:05-09:10 领导致辞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

09:10-09:30 待定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领导

09:30-10:10

多能互补示范项目情况介绍

风光储充系统技术在多能互补示范项目中的
应用情况

电力设计规划总院

10:10-10:40
风光储充系统技术在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中
的应用情况

待定（拟邀请清华大学专家）

10:40-11:05
产业园区互联网+智慧电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
分享（待定）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邀请）

11:05-11:30
青海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与分时租赁创新
示范工程分享（待定） 青海百能汇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邀请）

11:30-11:55 风光储充下的配电网建设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生强

12:00-13:30 午餐

13:30-13:55 待定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邀请）

13:55-14:15 待定 连云港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拟邀请）

14:15-14:40
电动汽车能源互联网及运营模式创新（待
定）

万邦充电设备有限公司（拟邀请）

14:40-15:05 待定 光伏企业（拟邀请）

15:05-15:30 待定 大数据或投融资企业（拟邀请）

15:30-15:40 茶歇

15:40-16:55 待定 储能企业（拟邀请）

16:05-16:30 待定 上海汽车集团（拟邀请）

16:30-16:55 待定 待定

16:55-17:30 讨论与提问（包含提问环节）



 

二、二、2017（第四届）中国光伏技术创新应用暨投融资论坛（第四届）中国光伏技术创新应用暨投融资论坛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C区1楼多功能厅A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09:00-09:10 介绍嘉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

09:10-09:30 致辞
部委领导

主办方领导

09:30-09:50 光伏补贴政策现状与展望
石定寰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
事长

09:50-10:10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形式与展望 王勃华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

10:10-10:30 待定
时璟丽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研
究员

10:30-10:50
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助力创建能
源互联网发展

晶科能源

10:50-11:00 休息

11:00-11:20
调整分布式光伏售电政策，提升就地消纳
比例，助力自发自用

蒋志高 

11:20-11:40 可靠稳定高效的逆变器 阳光电源

11:40-12:00 绿色金融促进光伏发展 李菁 安永大中华区绿色金融业务总监

12:00-13:30 午餐、休息午餐、休息

主持人：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

13:30-13:50 一体化综合“互联网+”智慧能源 爱康实业集团

13:50-14:10 光伏发电并网检测技术
张军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中心太阳
能发电试验与检测室主任

14:10-14:30 分布式电站案例分享及项目投资分析 正泰

14:30-14:50 待定 娄力争 中利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14:50-15:10 “分布式+智慧低碳”在智慧低碳园区中的应
用

林洋能源

15:10-15:20 休息

15:20-15:40
分布式光伏的智能监控及数据应用（待
定）

许瀚丹 晖保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5:40-16:00 户用光伏与绿色建筑
章放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光电建筑应用委员会
副主任

16:00-16:20 高效单晶领跑市场 乐叶光伏（待定）

16:20-16:40
就光伏行业风险管理的交流—电站“能源保
险+增益创收”融合发展的探索

茅建生  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工

主持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16:40-17:30 圆桌讨论：“光伏+”技术创新及融资难点

蒋祥春  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雷  霆  无锡中海阳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彭立斌  北京君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娄力争  中利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王佳林  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协会副会长

 

三、三、2017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大会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大会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3楼305

08:00-09:00   会议报到

上午：技术的创新发展上午：技术的创新发展   主持人：待定主持人：待定

9:00-9:30 中国储能现状及前景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工所

9:30-10:00 大力发展储能技术是实现能源互联的关键 中国化工学会储能工程专委会主任

10:00-10:30
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储能的角色、定位及
应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10:30-10:45 休息

10:45-11:15 锂电池技术发展 待定

11:15-11:45 全钒液流电池产业技术现状与发展 清华大学

11:45-12:15 超级电容器储能技术的发展 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15-13:30 午餐、休息

下午：技术的应用下午：技术的应用   主持人：清华大学化工系主持人：清华大学化工系 王保国教授王保国教授

主持人：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

13:30-14:00 工商业储能市场拓展 盛弘电气

14:00-14:30 微电网建设与储能创新技术 阳光电源

14:30-15:00
在配售电改革中特别重视储能的地位和作
用

国家电网

14:30-14:50 待定 娄力争 中利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14:50-15:15 休息

15:15-15:45 待定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5:45-16:15 储能技术在多能互补中的应用 示范项目单位

16:15-16:45 二次电池梯次利用的规模及经济性研究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45-17:15 能源需求侧储能技术创新应用实例 待定

 

2017年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年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共同主办：共同主办：中国汽车传播集团（中国能源报）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中机联华（北京）会展有限公司

 

一、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一、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能源微网视角下的需求侧管理能源微网视角下的需求侧管理

时间：2017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3楼301AB



主持人主持人:        卢琛钰卢琛钰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秘书长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秘书长

13:00-13:30
能源互联网三大平台—用能响应平台建设
和发展情况

待定

13:30-14:00 工业需求侧管理的现状、问题和应对策略 待定

14:00-14:20
利用能源微网，统筹化解工业企业/园区需
求侧管理难题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

14:20-15:30
需求侧管理的创新模式：节能+负荷调度
+分布式能源+售电/直购电

有关技术服务企业

15:30-16:30

能源微网支撑售电业务深入发展：如何通
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分布式能源建设和
负荷预测，打造有竞争力的特色售电业
务？

售电企业和技术服务企业

 

二、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二、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三联供及小微燃机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关键作用三联供及小微燃机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关键作用

共同组织方：湖南康拜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共同组织方：湖南康拜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时间：2017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3楼302AB

主持人主持人:        陈戈陈戈 康拜恩公司总经理、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理事长康拜恩公司总经理、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理事长

13:00-13:30 待定 待定

13:30-14:00 待定 待定

14:00-14:20 待定 待定

14:20-15:30 待定 待定

15:30-16:30 待定 待定

 

三、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三、中国能源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会—技术专场技术专场

时间：2017年8月29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3楼301AB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肖亚平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秘书长

9:00-9:15 大会欢迎词 陈斌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分会理事长

9:15-9:35 能源局对能源互联网发展的解析 能源局领导



9:35-9:55 工信部在能源互联网方面的政策 工信部（拟邀请）

9:55-10:15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奚培锋 网控部总经理

10:15-10:35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昕 董事长助理

10:35-10:55 天津安捷公共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王鸿斌 技术中心主任

10:55-11:15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 徐晓峰 主任

11:15-11:35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阳丽 分布式能源科技总经理

11:35-11:55 能源局56个试点示范项目申报解读 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李凤玲 院长

11:55-13:30 午餐，休息午餐，休息

13:30-13:50 项目孵化落地产业规划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13:50-14:10 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项目介绍 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

14:10-14:30 湖南康拜恩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戈 董事长

14:30-14:50 北京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孙春杰 技术总监

14:50-15:10 北京中新智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杨洪振 总经理

15:10-15:30 华云数据集团  

15:30-15:50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常胜强 技术总监

15:50-16:10 杭州中恒云能源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16:10-16:30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周逢权 能源互联网首席专家

16:30-16:50 圆桌问答  

16:50-17:00 讨论环节  

 

四、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对接和技术交流座谈会四、首批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对接和技术交流座谈会

时间：2017年8月30日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3楼301AB

08:00-09:00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

主持人：        蒋晓健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秘书长



09:00-09:15 领导讲话 能源局科技司

09:10-12:00

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技术路线解读；项目
设计、建设、运营的重点和难点；项目对
技术装备的需求；

示范项目申请单位交流（10-15家）

12:00-13:30 午餐、休息午餐、休息

主持人：        梅恪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副秘书长

13:30-17:00 适用于能源互联网的技术解决方案和装备
介绍，成功案例分享等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成员单位交流
（10家左右）

17:00-17:20 会议总结 肖亚平 能源互联网设备与技术分会秘书长

 

五、现阶段能源互联网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编制立项研讨会（待定）五、现阶段能源互联网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编制立项研讨会（待定）

时间 会议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分会，副秘书长，蒋晓健

13:30-13:50 介绍分会发展状况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分会，肖亚平秘书
长

13:50-16:30
推荐目录编制思路研讨

推荐目录编委会专家举荐和遴选

国家能源局、工信部有关领导和专
家；

分会成员单位领导和专家

16:30-17:00 会议讨论及总结
中机联能源互联网分会，蒋晓健副秘
书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3600元元/会议全程会议全程—可参加全程会议，需提前注册，并在会议现场换取参会代表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