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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施新百千万万活动 推进绿色化发展改革 

第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初步议程 
            （第三轮） 

                              
   主 题：绿色化发展改革——新百千万万活动、绿色构想、 

油气市场化改革、中国煤控、中外电改与电力市场建设、 

绿色技术、环境治理、峰会十年回眸与展望等 

献策嘉宾：百位著名专家、高级官员和实业家 

  

  一、时间地点规模 

       大会时间：12月 1-2日，11月 30 日 

会场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北京千禧大酒店 

住宿宾馆：北京惠侨饭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门斜对面）； 

          北京千禧大酒店（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 

  二、组织机构 

     主 办: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 

协 办：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油 

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 

     支 持: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简称“峰会”）蓝皮书编委会核心专家 

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其国

际经济研究院、新华网等 

协 作：中国媒控项目、美国德州电力市场等   

     媒 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能源报、中 

国环境报、中国科技报；人民网、光明网等 60多家 

     承 办：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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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最新议程  

 

第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时间：12月 1-2 日，11月 30日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北京千禧大酒店 

11 月 29-30 日 

9:00-21:00 
               报     到 

                     大会开幕式  

时间：12 月 1 日上午 8:00-12:00 

地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8:00—8:3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贵宾室会前贵宾交流合影 

9:00-10:00  

主持人：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领导/孙

世芳  经济日

报社内参编辑

部主任兼中国

经济趋势研究

院院长 

   开幕致辞●回眸峰会十周年●实施新百千万万活动 

1. 联合主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辞： 

张小影 经济日报社社长 

蒋庆哲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2. 国家主管部委、经济日报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部司级领导共

同启动中国能源环境新百千万万活动。过去九届重要嘉宾（名单见附

件）现场共同见证。 

3. 回眸“峰会”十周年 展望新百千万万活动 推进绿色化发展改革 

林智钦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茶  歇                   10:00-10:10 

 

 

10:10-12:15 

主持人：中央

电视台著名节

目主持人/中

国能源环境高

峰论坛蓝皮书

编委会领导 

 

1. 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2. 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支撑能源绿色革命 

 王思强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 

3.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促进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谢  极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巡视员 

4. 新疆敦华石油 CCUS 技术助推地球碧水蓝天 

李启明 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5. 临界能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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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p Agathanos 奥地利科技署驻华部级全权代表 

6. 合作伙伴、国际重要嘉宾等 

中央电视台中国创业楷模现场访谈节目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 10套在会前和现场拍摄采访，持有绿色技术、经典案例的

科学家和实业家在论坛发言、对话和展示荣誉、成果，现场专家见证、点

评，企业家、专家、学者互动，节目配以镜头和字幕介绍，最后精编剪辑

后制作成时长 30分钟的对话节目，CCTV10播出一周这次的活动展示。 

 12:15-13:20          午餐：馨园贵宾厅/馨园贵宾厅包间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油气市场化改革 

协 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时 间：12 月 1 日 13:30-17:00 

地 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主持人：中国

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蓝皮书编

委会领导 

 一、报告 

1、中国油气体制改革方向     

张玉清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2、中国炼化产业改造升级研究  

蒋庆哲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 

记、教授、博导 

3、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油气产业发展趋势   

陈卫东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4、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油气公司走出去战略思考  

曾兴球 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 

5、中国炼油工业转型发展和石油供需形势展望  

柯晓明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所长 

6、中国石油流通体制和价格改革    

董秀成 中国石油流通协会副会长 

7. 题目（待补） 

李启明 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8. 其 他 

主持人：董秀成 

中国石油流通

协会副会长 

二、对话互动:  

上述部分专家围绕主题和主持人对话，并与听众互动 

电力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分论坛 

协作：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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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州电力市场 

时间：2017 年 12 月 2 日 8:30–17: 00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08:30-17:00 

回顾和展望国际电改 20 年、中国电改 2 年，推进国际电力体制改革及

电力市场（亚太市场、北美市场、欧洲市场、中国市场）的建设合作，交

流借鉴美国、中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北欧、澳大利亚、墨西

哥、菲律宾、巴西、俄罗斯、新加坡等国电改和电力市场建设经验、争鸣

与走势，专题讨论现货市场建设、新能源消纳及绿色调度、中长期市场及

售电市场等。 

板块一： 

主持人：陈皓勇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教授 

1.  电力市场改革与能源服务  

王冬容 国家电投集团中电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 

2. 广东电力市场改革经验与趋势  

胡建军 广东电网公司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3. 促进高比例新能源消纳的市场灵活性机制设计  

刘敦楠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4. 电力市场与储能、电动汽车商业模式  

胡泽春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 

5. 我国电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及实施路径  

陈皓勇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教授 

6. 云南电力市场改革经验与趋势  

李  勤 云南省能源局李勤总工程师（拟邀） 

7. 售电公司运营实务与风险防控  

江克宜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拟邀） 

板块二： 

1. 国际和美国电力市场改革 20年：经验、争鸣与走势 

LI Yonggan(李永刚)  美国德州电力市场独立监管，资深电力市场设 

计、运行与监管专家  

2. 中国和亚太地区电力市场改革经验、现状与趋势 

陈皓勇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教授 

3. 欧洲电力市场改革回顾与思考 

马志博 英国国网欧洲日前市场经理、七国联合调度中心项目负责人 

4. 澳大利亚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监管与运营经验 

刘东胜 澳大利亚气灯能源有限公司能源市场部主任分析师 

5. 电力市场改革展望与省级电力市场设计 

丁一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机工程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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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联合系列活动—— 

2017 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7 年 11 月 30 日 9:00–17: 50  地 点：北京千禧大酒店 

组织形式：主旨和主题发言，问答、圆桌讨论和总结等 

上午：主论坛：砥砺前行，保卫蓝天 
主持人：宋忠奎 中国节能协会 秘书长 

8:30－9:00 签到 

9:00-9:20 大会致词 

唐 元 国务院研究室 司长 

江 亿 中国节能协会 理事长 

雷红鹏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主任 

09:20-10:30 主题发言 

09:20-09:40  

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刘世锦 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09:40-10:00  

打赢蓝天保卫战“大气十条”五年攻坚之路 

贺克斌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院长 中国工程院 院士 

10:00-10:20  

英国摆脱煤电依赖的规划与政策 韩 杰 英国大使馆能源项目主任 

10:20-10:30 问答(10分钟) 

10:30-10:45 茶歇&合影 

10:45-11:30 煤控项目发言 

10:45-11:05  

迎难而上，抓紧煤控不放松 杨富强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 

11:05-11:25  

《2017 年散煤综合治理报告》发布 李雪玉 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项目 分析师 

11:25-11:30 问答(5 分钟) 

圆桌讨论：实现 2020 煤控目标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王 毅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副院长 

11:30-12:30  

讨论嘉宾： 

戴彦德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 原副院长、院士 

王金南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院长 

马 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前首

席经济学家 

问答(10 分钟)  12:30-13:30 午餐 

                   

        下午第一分会场： 

高耗能行业煤控实施与转型升级/1.5度温控情景下 

中国碳减排的可行性及经济、社会、环境影响 

13:3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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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部门煤控目标 

田智宇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效率中心 副主任 

13:45-14:00  

“十三五”煤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 袁家海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14:00-14:15  

水泥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去产能政策建议 范永斌 中国水泥协会政策研究室 主任 

14:15-14:30  

重点行业参与国家碳市场的几点意见于胜民 国家气候战略合作中心 碳市场管理部 副主任 

圆桌讨论：重点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经验总结和下一步行动建议 重点行业去产能 

评估 · 国有企业去杠杆 · 僵尸企业退出 · 节煤节能降成本 · 补短板促升级 

主持人：戴彦德 中国煤控研究项目核心组成员 

14:30-15:40  

讨论嘉宾： 

黄  导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 主任 

吴立新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战略规划研究院 副院长 

张绍强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理事长 

华润水泥 

15:30-15:40  问答(10 分钟) 

15:40-15:50  茶歇 

主题发言：1.5 度温控目标下的碳排放研究 

15:50-16:05  

中国实现 1.5度温控目标的可行性、减排路径及环境、经济、能源影响 

姜克隽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系统中心 研究员 

16:05-16:20  

中国 1.5度温控情景下的适应措施 林而达 中国农业科学院 教授 

16:20-16:35  

高温升的损失损害及碳社会成本 滕 飞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副教授 

圆桌讨论：1.5 温控目标的影响，适应和重点领域减排路径 适应战略 · 就业影响 · 建筑领 

域零排放可行性 · 减排路径 

主持人：潘家华 中国社科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所长 

16:35-17:45  

讨论嘉宾： 

杨芯岩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与节能研究院 博士 

张 莹 中国社科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研究员 

李 婷 落基山研究所 中国首席代表 

拉斐尔·森加 世界自然基金会菲律宾办公室 全球能源政策 高级顾问 

问答(10 分钟) 

17:45-17:50  会议总结 

下午第二分会场 地方煤控、区域发展与公众健康， 

主持人：钱京京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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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省级煤控方案研究、实施及协同效应 

13:30-13:45  

红线约束下河南煤控目标及实现的保障措施 钱发军 河南省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 主任 

13:45-14:00  

通过煤控措施，促进山西省煤炭产业升级转型  袁 进 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14:00-14:15  

山东省 2017年煤控方案实施效果与挑战  周 勇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 

14:15-14:30  

室内燃煤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潘小川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圆桌讨论：省级煤炭生产消费双控与能源发展战略 煤炭工业及能源转型 · 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 · 煤炭生产消费双控 

主持人：韩文科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 

14:30-15:40  

讨论嘉宾： 

赵海东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王 娟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系统分析中心 助理研究员 

待 定 河北省代表 

待 定 能源基金会 

问答(10 分钟) 

15:40-15:50  茶歇 

主题发言：城市煤控及散煤治理方案研究和实施 

15:50-16:05  

武汉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实施 项定先 武汉市节能监察中心 副主任 

16:05-16:20  

西安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实施 谢宏皓 西安节能协会 会长 

16:20-16:35  

南京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实施 马武忠 江苏省节能中心 主任 

圆桌讨论：京津冀通道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方案实施 通道城市 · 空气污染治理案例 

主持人：周凤起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 

16:30-17:45  

讨论嘉宾： 

禹 湘 中国社科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副研究员 

吴宗杰 淄博发展研究院 院长 

王军玲 北京市环科院 副院长 

解洪兴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 秘书长 

问答(10 分钟) 

17:45-17:50  会议总结 

钱京京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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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 

绿色技术市场应用研讨会 

时间：12 月 2 日 1:30–17: 00   

地 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厅小会议室 

 

   四、参会对象 

    1、中央和地方绿色发展、能源、资源、环境、生态文明促进、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主管单位负责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  

2. 绿色高效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气水土污染处理技术、煤炭清洁利用、

石油天然气、炼化产业、电力节能、电力现货市场/中长期市场/售电市场、储

能、绿色调度、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空间太阳能、银行、投融资企事业单

位、协会、公司，相关的外国机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负责人、董事长、

总经理、技术总监、会长、技术和投资专家等。 

     3. 中央主流媒体、媒体和新媒体。 

   五、参会报名 

联系人：论坛秘书处   

林捷、付延南、吴垚、赵露婷、姜冀宁、周晓慧、祝立军等； 

        武生莲（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10-56285136,64492361，68539833，15311983828 

    邮  箱：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 

      微信号：CEESCEES 

官  网：www.ceeschina.org（中文）； www.ceesint.org（英文）  

 

附件 1 

为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设立十周年致辞或 

书面致辞或现场共同见证的拟邀历届重要嘉宾 

      （按姓氏笔画排列，职务、职称写最新的） 

 

万  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尹成杰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农经学会会长 

厉无畏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朱之文 教育部副部长、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 

mailto:ceesin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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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 

邵秉任 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原副主任 

周生贤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原部长 

傅成玉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党组书记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改 

革委原副主任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 

马志刚 经济日报理论周刊主编 

马宏伟 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 

王  东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主任、研究员 

王  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党委书记 

王  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王希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王思强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 

王晓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龙敏南 福建植物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卢继传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史立山 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原副司长 

邢新会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 

吕文斌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原副司长 

朱定真 中国气象局部门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庄  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  芳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执行主席、中国能源环境研究 

中心研究员 

刘光溪 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科技司原司长 

刘国银 江苏双良集团副总裁 

齐志新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处长 

孙世芳 经济日报社内参部主任、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 

李  明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科技委主任  

李  凯 国家信息中心原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李  铁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原主任 

李俊峰 国家发改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李怒云 国家气候办原常务副主任、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何炳光 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环资司原司长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宋世恩 新华网能源事业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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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华 北京格林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家 

张建民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洪涛 国务院参事、国土资源部原总工程师   

  张健华 华夏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局长 

张景安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副部长 

张震龙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副秘书长、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陆  魁 上海晶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全世 全国汽车标准委电动车辆分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林桂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赵一农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副秘书长、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忠秀 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待  定 中国由申甲集团公司领导 

施建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原校长 

贾承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前副总裁 

徐锭明 国务院参事、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副主任 

高世宪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焦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桑百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黄小赠 环境保护部污染控制司副司长 

葛 晶 中国经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葛昌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蒋庆哲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蒋莉萍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韩文科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 

谢  极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巡视员 

※※※※※※※※※※※※※※※※※※※※※※※※※※※※※※※※※※※※※ 

David Mohler 美国杜克能源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科技官 

Feng Hsu（徐枫）美国国家空间协会空间能源专业委员会主席、美国宇航局和络克希德 

马丁前资深技术主管 

James E. Rogers 美国杜克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LANG Lixin(郎立新) 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 

Mark Hopkins 美国国家空间协会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席 

S.Julio Friedmann 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办公室副主任 

  S.Ming SUNG 净化空气任务组织亚太区首席代表 

Sergio C. Trindade (春大地)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国前秘书长助理 

YANG Huqiang(杨富强)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能源、 

http://www.ceeschina.org/show.asp?id=137&pi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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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气候变化项目高级顾问  

Steven Chu（朱棣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能源部前部长 

艾琳娜 可持续能源全球论坛（GFSE）主席、21 世纪再生能源全球网络（REN21）副主 

席、奥地利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 

黄琪恩 奥地利悦吉氢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霍芬  奥地利悦吉氢能工程有限公司执行长 

  吴侨文 英国驻华使馆气候参赞 

※※※※※※※※※※※※※※※※※※※※※※※※※※※※※※※※※※※※※ 

第十届新拟邀（前九届已列专家不在本届重复、各分论坛和联合系列活动写在各板块，合 

计超过百位）： 

丁志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 

王稼琼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教授，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 

毛增余 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国资报告》杂志社社长 

叶文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董会秘书长 

乔润令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刘文强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 

齐  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闫建涛 BP 中国政策、行业及监管事务首席 

杜祥琬 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李启明 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张玉清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张首映 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张新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  

林雅献 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派出董事、中国东方资产股份公司董事 

周孝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徐玉兵 新疆敦华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  勃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潘家华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戴彦德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核心组成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