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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盐城绿色智慧能源大会日程方案 

          （以大会官网正式公布的日程为准！）     -2018.08.17 
 

9月 5日 大会报到 

下午 
17:30-18:00 盐城市主要领导会见重要嘉宾（20人以内） 

18:00-19:00 欢迎晚宴（盐城市委、市政府招待重要嘉宾） 

9月 6日 主论坛 

上 

午 

9:00-9:30 

开幕式 

主持人：曹路宝  盐城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 

吴政隆       江苏省人民政府 省长 

李凡荣       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 

戴  源       盐城市委书记 

9:30-9:50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英国前首相 

9:50-10:10 张  雷       远景集团 CEO  

10:10-10:20 

宣布成立盐城智慧能源示范区专家指导委员会 

1、示范区及专家指导委员会机制介绍 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李俊峰 

2、启动仪式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院士 

薛禹胜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长军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可再生能源分会会长 

徐  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张  雷       远景集团 CEO 

武  钢       金风科技董事长 

王玉锁       新奥集团董事长 

高纪凡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20-12:00 

主旨发言 

 

拟邀请嘉宾/企业： 

待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院士 

张丽英         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玉锁         新奥集团董事长 

高纪凡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Thierry Lepercq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ENGIE）研发技术及创新副总裁 

王永东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

兼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 

张新胜         壳牌中国集团主席             

尹  正         施耐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Christoph Ostermann    Sonnen CEO 

 12:00-13:30 午餐 

下 

午 

13:30-15:00 

企业家论坛（一） 

主题：技术创新引领未来 

形式：10-15分钟主旨发言+ 圆桌讨论 

 

议题： 

1、能源变革趋势， 

2、新能源发电技术创新 

3、新能源材料技术创新 

4、其他新能源科技方面的创新与突破 

5、„„ 

 

主持人：李俊峰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  

主任委员 

 

拟邀请嘉宾： 

谢长军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可再生能源分会会长 

朱共山          协鑫集团董事长 

瞿晓铧          阿特斯董事长     

刘汉元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  雷          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EO 

待定            维斯塔斯丹麦全球副总裁  

待定            西门子歌美飒高层 

15:00-15:10 总结发言 

15:10-15:30 茶歇 

15:30-17:00 企业家论坛（二） 



 

 

主题：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能源消费转型 

形式：10-15分钟主旨发言+ 圆桌讨论 

议题： 

1、从能源消费侧角度看，未来的能源需求是怎样的？ 

2、物联网及智慧能源技术如何带动能源消费转型？ 

3、如何加速能源消费转型对能源结构调整的传导性影响？ 

4、„„ 

主持人：Thierry Lepercq  EVP, Research &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NGIE 

 

拟邀请嘉宾： 

待定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司徒嘉德                丹佛斯中国区总裁 

丁民丞                  远景智能全球执行董事 

丁  磊                  华人运通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沈  晖                  威马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Christoph Ostermann    Sonnen CEO  

刘  敏                  新奥能源总裁 

 

18:00-20:00 

晚宴  

主持人：羊维达  盐城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致  辞：曹路宝  盐城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 

市发改委牵头产业对接活动，分区域对接主题，项目签约 

参加人数：100人以内 

9月 7日 主题论坛（并行） 

上 

午 
9:00-12:00 

主题论坛 1：智慧电网论坛 

 

领导致辞 

主题报告：（题目待定，每人 15分钟） 

李立浧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  明         千人计划专家，南瑞集团 

刘  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伟胜         中国电科院新能源所所长 

 

茶歇 



 

讨论： 

张洪平         青海省电力调控中心主任 

罗建裕         江苏省电力调控中心主任 

赵  波         浙江省分布式电源和微电网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李  强         江苏省电科院 

9:00-12:00 

主题论坛 2：海上风电发展及产业链论坛 

 

会议致辞： 

谢长军  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可再生能源分会会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风力与潮汐发电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或由谢总指定人员进行大会致辞） 

 

专题发言： 

1、国家及江苏省海上风电规划解读（25分钟）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司领导（15分钟） 

江苏省能源局局长 杭海（10分钟） 

 

2、海上风电发展主旨发言（45分钟） 

         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副司长 

黄  群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王海民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水新部副总经理 

3、未来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发展趋势发言（40分钟） 

武  钢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启应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执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褚景春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Anders Vedel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议题讨论： 

主持人：秦海岩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讨论嘉宾 

李  鹏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在生能源司综合处副处长 

王良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副总经理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张  雷          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EO 

Steve Sawyer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秘书长 

        丹麦 DONG能源 

9:00-12:00 

主题论坛 3：光伏产业发展论坛 

会议致辞： 

盐城市政府领导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致辞 



 

 

 

形势分析：光伏+应用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和绿色电力证书政策解读 

               ——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新政下的分布式市场发展空间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主题报告：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储能项目投资收益分析 

               —— 光储代表企业 

分散式风电与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应用的对比分析 

               —— 风光代表企业 

水光风多能互补项目实践与经济性分析 

               —— 多能互补代表企业 

新能源小镇“光储充”一体化能源项目开发解析    

               —— 新能源小镇代表企业 

光伏产品创新应用与发展思考 

               —— 光伏代表企业 

光伏电站智能化发展方向 

—— 运维企业代表 

 

 

 

 

 

下 

午 

 

 

 

14:00-17:00 

主题论坛 4：燃气产业发展论坛 

牵头单位：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中心 

承办单位：中海油江苏公司、新奥燃气 

主题发言： 

 

1、天然气管网建设规划 国家能源局油气司 副司长/江苏省能源局 

2、能源经济和发展战略中心 

3、如何 3000万吨 LNG 接收站建设使用及共享设计 中海油江苏公司 

4、开采运输方面的技术问题：中集集团 

主题讨论： 

（中海油江苏公司拟定议题） 

建议邀请的企业或机构： 

北京燃气集团、中集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新奥燃气、香港燃气、

协鑫集团、法国苏伊士燃气等 

14:00-17:00 
主题论坛 5：电动车及储能论坛 

支持单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道路车辆专业委员会 

 

领导致辞： 

盐城市领导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及挑战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 

新机遇下的造车突围之路    华人运通公司 

动力电池技术提升与演化    中国电科 18所/中信国安盟固利 

氢燃料汽车技术路径        东风悦达起亚研究所 

主题讨论：电动汽车是发展绿色智慧能源城市的重要依托 

主持人：方建华 

议题： 

1、未来城市交通体系的构建设想 

2、电动汽车的智能化发展道路 

3、动力电池的技术发展趋势 

4、新能源汽车与城市能源的融合发展 

讨论嘉宾及特邀邀专家 

方建华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金合伙人

兼总裁；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前总裁；科技部新能源汽

车重大专项评审专家 

肖成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18研究所首席专家； 

863 计划节能及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动力蓄电

池责任专家。 

王秉刚 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特聘专家，国

家电动乘用车技术创新联盟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新能源

汽车创新工程专家组组长。 

侯福深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原诚寅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总经理 

刘正耀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2008北京奥运电动大巴动力电池项目负责人 

孟祥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政府事务高级总监 

刘彦龙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鹏 中国新能源汽车大数据联盟副秘书长 



 

 

高雷 北京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4:00-17:00 

主题论坛 6：绿色金融论坛 

牵头单位：中美绿色基金+保尔森基金会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 

徐  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马  骏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银监会 

                  金砖银行副行长 

协鑫金控 

江苏银行 

 



会议酒店及推荐住宿酒店信息 
 

一、会议酒店： 

东郊迎宾馆：盐城市天山路 1号(近世纪大道)     

联系电话：0515-68888888 

二、推荐其他酒店： 

盐城水城酒店：亭湖区东进中路 1号(近盐城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0515-69668888 

盐城金鹰尚美酒店：盐城盐都区解放南路 268号   

联系电话：0515-8854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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