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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能 源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能环函【2018】006

聚焦绿色发展和能源绿色革命

第 11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邀 请 函
：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保部、科技部、美国能源部、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家信

息中心、厦门大学、经济日报社、国家节能中心等支持下，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以

下简称“峰会” ）已成功举办了 10 届 11 次一次网络大会和众多系列活动。2009 年期

间，经国务院批准，峰会被列为全球智库峰会的分论坛（最大）（文后附十年成果）。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发展革命，第 11 届中

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及其系列活动将于 11 月 26 日、12 月 15-16 日在北京举办，论坛

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联合主办。主要围绕绿色发展和能源绿色革命—

—绿色技术和产业（节能环保、生物质能/垃圾焚烧发电、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等）投融资、能源行业节能、氢能源应用、环境权益交易、民用核技术绿色发展

等，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科技部、商务部、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国家核安全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领导

和多位院士专家，发表演讲或对话交流、圆桌讨论等。

峰会成果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和媒体向全球传播，以内参、

蓝皮书方式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国家主管部委、相关部委决策参考。为中外相关产业

与行业、城市和城镇交流合作搭建高端平台，有力促进绿色发展和绿色技术、资本、产

业对接，促进能源绿色革命、气水土污染治理，推动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市更

宜居、环境更优美的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活动由全球智库能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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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咨询（北京）中心及分论坛联合组织单位承办。

欢迎关注以上主题、议题的行业、地方和国际机构，专家、投资家、实业家和新闻

媒体等报名参会或合作。如需更详细信息，请联系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处：

电 话：010-56285136，64492361，68539833 等

联系人：林红、谢婧、张铸、凤琼、黄丹（淄博）等；

顾国平（副秘书长）、陈湘梅（副秘书长）、梁郡（秘书长助理）

微 信：CEESCEES 电子邮箱：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

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 10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逸夫科研楼 10层；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经济日报社；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8号中国经济信息网

附：过去 10 年，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已获得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绿色发展人物支

持，包括国务院主要领导、国家能源环境科技主管部委领导、印度前总统、诺贝尔奖

获得者、世界 500 强企业领军人物、国务院参事、“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在内的千位世界一流专家；与国家能源环境主管部委共同发起中国能源环境“百千万

万”活动和“新百千万万”活动；形成了影响全球的系列绿色发展创新成果、优秀建

言、经典案例、系统的绿色发展理论和系列的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蓝皮书——《绿

色发展消霾论》《绿色发展革命》《绿色发展全球梦》，人民日报发表书评、中共中

央编译局 8个语种全球传播，得到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主管部委和相关部委、

地方各级、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采用；推出了百项处于世界前沿绿色技术

和平台；联合国家能源环境主管部门等众多机构共同倡导绿色发展；凝集了数千中央

主流媒体和媒体、上万家机构，结合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官网、5000+微信、百万+

群友、微博、优酷视频，共同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政策和技术，实现了“万万益众”

目标，成就国家智库目标。第十届“峰会”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转载“峰会”报道

信息。6月 9日举办了第 11届“峰会”绿色发展分析会暨《绿色发展革命》蓝皮书首

发，经济日报、新华网、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传播、采用了活动的成果。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二 0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北京

主 题：绿色发展革命 节能环保 氢能 绿色技术和产业投融资 民用核技术绿色发展
抄 送：联合主办、各支持、协办单位；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蓝皮书顾问、编委，“新百

千万万活动”成员；各支持新闻媒体
发 送：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机构、企事业单位、专家

mailto:ceesint@163.com
mailto:1@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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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第二轮议程

一、时间地点规模

开会：11 月 26 日，北京贵都大酒店 16 层报告厅；

12 月 15-16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住宿：北京惠侨饭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交流大厦

二、主 题

绿色发展革命——绿色技术和产业（节能环保、生物质能/垃圾焚烧发电、

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等）投融资、能源行业节能、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氢能源应用、环境权益交易、民用核技术绿色发展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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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联合主办：德和泰集团

支 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其国际经济研究院、国家节能中心、北京环

境交易所、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协 作：金路达有限公司、淄博晓兰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现代吹灰技术有限公司、清华科技园能源 500 强项目组等

协 作：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核能分会、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等

媒 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能源报、中

国环境报、中国科技报、中国电力报、中国石油报、中国工业报；

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光明网、中国电力网等 60 多家

承 办：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等

四、议程

第 11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第二轮议程

时间地点： 11 月 26 日，北京贵都饭店 16 层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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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16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12 月 14 日

9:00-21:00
报 到

大会开幕式

时间：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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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1. 大会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2. 贵宾交流合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贵宾室（8:30—8:55）

9:00-10:50

主持人：中国

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新百千

万万”活动专

家指导委员会

领导

开幕致辞●总论坛

一、联合主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辞

蒋庆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孙世芳 经济日报内参编辑部主任兼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

李 凯 中经网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副

主任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二、领导致辞

万 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原部长

李 冶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战略与政策

三、大会报告

1.中国能源行业节能战略与政策

王思强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

2.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最新战略和政策

杨铁生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

3.《绿色发展革命》蓝皮书主要观点介绍

林智钦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能源环境研究

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茶 歇 10:50-11:00

颠覆性电机节能技术产业发布会暨联合国

氢能源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启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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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主持人：

一、颠覆性电机节能技术产业发布会

1.宣布金路达有限公司颠覆性节能电机技术正式在博山区产业化

11:00-11:08

许珂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2. 介绍绕线转子无刷双馈电机技术 11:08–11:20

王雪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路达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二、联合国氢能源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启动大会

1.宣布联合国氢能源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正式在博山区启动

11:20-11:28

Tin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主任特别顾问

2.介绍联合国氢能源科技产业示范园项目 11:28-11:40

陆旭昊 淄博晓兰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记者提问 11:40–11:55

四、剪彩仪式 11:55–12:00

出席启动会、发布会和剪彩仪式：出席开幕式重要嘉宾；中国国际经

济技术交流中心联一处处长刘军，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秘书长孙小亮；德和泰集团董事长张恪，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王雪帆，淄博晓兰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周岐、常务副总

经理陆旭昊；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总裁助理张震龙；其它重要

合作伙伴等。

经济日报中经智库专版编辑和记者、中央主流媒体和部分专业媒体采访。

12:00-13:20 午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馨园贵宾厅/馨园贵宾厅豪包间

绿色技术和产业投融资

时间：

12 月 15 日

13:30-17:00

主持人：中国

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新百千

万万”活动专

家指导委员会

领导

1.世界及中国油气发展形势分析

张玉清 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2.高质量发展呼唤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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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双控”目标考核，推进国家重点节能“百千万”行动

徐 强 国家节能中心主任

4.我国面源污染控制最新战略与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的政策措施

李景明 农业和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专家、农业和农村

部农业资源与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沼气学会副

理事长



6

5.中国和全球石油天然气的未来：技术和产业投资

孙贤胜 国际能源论坛(政府间【部长级】国际能源组织）秘书长

6.锅炉吹灰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在垃圾焚烧炉上的应用

刘向东 哈尔滨现代吹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7.企业家、绿色技术持有者和投资家演讲：包括节能环保、生物质能、

石油天然气等

绿色技术和产业投融资

时间：

12 月 16 日

9:00-12:00

主持人：中国

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新百千

万万”活动专

家指导委员会

领导

1.经济能源生态系统与交通领域的清洁能源革命

王仲颖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

2.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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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为突破口标本兼治污染

柴发合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大气领域首席科学家、原副院长

4.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整车、乘用车等）市场信息分析

崔东树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

营销分会秘书长

5.拟邀企业家、绿色技术持有者和投资家演讲：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气水土污染治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和其它绿色技术和产业领域。

拟邀上汽集团：乘用车宁德基地项目； 三峡集团：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生态保

护；中国雄安集团：雄安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分论坛：民用核技术绿色发展论坛
联合主办：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核能分会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联合承办：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地 点： 北京贵都饭店 16 层报告厅

11月 26 日

09:00-11:15

主持人：

邱建刚

中国电力发展

促进会核能分

会会长、中核

1.论坛致辞 邱建刚，核能分会会长

2.领导致辞 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电投等相关领导

3.核技术国际发展态势 王乃彦, 中国科学院院士

4.核能供热技术应用 叶奇蓁，中国工程院院士

5.核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 赵红卫，中科院近物所党委书记

6.清华大学核技术及应用成果转化 王学武，清华大学工物系主任

7.中核集团核技术产业发展介绍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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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原副总经

理

8.核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9.国家电投核技术发展情况介绍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10:50-11:00 茶 歇

11月 26 日

11:15--12:45

主持人：

邱建刚

中国电力发展

促进会核能分

会会长、中核集

团原副总经理

10.中物院核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11.核成像技术的多领域应用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核工业军民融合发展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13.国家军民融合实验室信息化应用研究 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

14.加速器应用最新进展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5.核辐射防护材料应用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12:45-14:00 午 餐

14:00-17:00

主持人：

邱建刚

中国电力发展

促进会核能分

会会长、中核集

团原副总经理

16.同位素分离技术介绍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17.乏燃料后处理技术介绍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18.核废料处理技术及现状情况介绍 中核环保有限公司

19.核仪器与核仪表产品介绍 上海中核浦原有限公司

20.核能供热项目推广介绍 中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21.核辐射环境安全审评与监督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22.东诚药业核技术产业应用情况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核辐射防护材料应用研究 北京华宇新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核技术产业园发展规划 启迪新核（北京）能源科技公司

25.核安全与民众接受度 汤搏，国家核安全局安监司司长

26.论坛总结 田力，核能分会秘书长

五、参会对象

1、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能源、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科技、教育机构负责

人。

2. 中央和地方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负责人和院士专家。

3. 关注以下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绿色技术持有者）、投资家、实业家和新闻媒体：能

源行业节能、氢能源应用、环境权益交易；绿色技术和产业（节能环保、生物质能、垃圾焚

烧发电、石油天然气、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气水土污染治理等）投融

资；民用核技术绿色发展，包括核辐射、加速器、核医疗、核供热行业发展等。

4.合作伙伴推荐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对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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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国机构、国际组织、跨国能源资源环保科技公司代表。

六、参会报名

联系人：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处

电 话：010-56285136，64492361，68539833 等

联系人：林红、谢婧、张铸、凤琼、黄丹（山东淄博）等；

顾国平（副秘书长）、陈湘梅（副秘书长）、梁郡（秘书长助理）

微 信：CEESCEES 电子邮箱：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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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逸夫科研楼 10 层

mailto:ceesint@163.com
mailto:1@13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