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初定日程安排 

 

一、会议初定日程 

时 间 主  题 会场地点 

2019年 1月 16日 

9:00-17:00 
光伏领跑基地及平价（低价）项目开发研

讨会 A 座二层山海厅 

9:00-17:00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创新技术论坛 A 座一层多功能厅 

15:30-17:00 年度光伏行业组织座谈会 A 座一层多功能厅 

2019年 1月 17日 9:00-17:00 
光伏行业 2018 年发展回顾与 2019年形势

展望研讨会 
A 座一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初定议程 

光伏领跑基地及平价（低价）项目开发研讨会 

时间：2019 年 1月 16日     地点：万寿宾馆 A座二层山海厅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 

09:00—09:10 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主旨演讲 

09:10—09:30 中国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开发投资趋势探讨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09:30—09:50 2019-2020 年中国组件技术及价格走势分析 PV InfoLink 

领跑基地的建设 

 

09:50—10:40 

第二、三批优秀领跑基地建设经验分享及后

续发展展望 

芮城发改委 

达拉特旗基地办 

白城能源办 

10:40—11:00 优秀领跑者项目建设经验分享 中广核新能源 

11:00—11:20 第三批领跑基地中光伏组件的应用 组件企业 



11:20—11:40 
不同地形下领跑基地中逆变器和电气系统

的设计经验 
逆变器企业 

11:40—12:00 前三批光伏领跑基地建设经验总结 中电投工程公司 

12:00—13:30 午餐 

13:30—13:50 前两批领跑基地验收情况及月报分析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13:50—14:10 领跑基地组件技术展望 组件企业 

14:10—14:30 
第四批领跑基地申报城市资源分享 

（4个城市，每个城市 5分钟） 

拟邀城市： 

辽宁阜新、陕西咸阳、河南南阳等 

14:30—15:20 
对话：总结及展望——前三批领跑基地经验

分享及第四批基地实施的展望 

对话嘉宾： 

白城、芮城 

国家电投、中广核 

CGC、CQC 

组件、逆变器企业 

设计院 

平价（低价）光伏项目实施展望 

15:20—15:40 
平价项目的消纳保障——光伏发电的消纳

分析 
国网能源研究院 

15:40—16:00 平价（低价）示范项目的规划要点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16:00—16:20 平价（低价）光伏电站的实施方向 三峡新能源 

16:20—16:40 未来三年跟踪支架对光伏度电成本的影响 待定 

16:40—17:00 推进无补贴光伏电站中面临的困难 上海电力设计院 

*具体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创新技术论坛 

时间：2019 年 1月 16日     地点：万寿宾馆 A座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 拟演讲内容 拟邀请嘉宾 

9:00-9:10 领导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专题 1：分布式能源政策与市场解析 

近年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比重加速上升，尤其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风电等都有好

的发展势头。如何解读当前政策、解析市场前景，更好地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契机，本专

题将为您答疑解惑。 

9:20-12:00 

分布式能源并网与消纳政策与前景展望 电力规划设计院 

隔墙售电与市场化交易 南方电网 

分布式光伏行业现状与展望 智汇光伏 

分布式能源开发案例分享 分布式能源开发商 

分布式光伏技术趋势与质量控制 鉴衡认证中心 

12:00-13:30 午餐 

专题 2：分布式能源创新技术分享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作为一种开放性的能源系统，开始呈现出多功能的趋势。

针对能源系统高效、可靠、经济、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等诸多发展目标，新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需

要通过选用合适的技术，经过系统优化和整合，更好地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实现多个功能目标。 

13:30-15:10 

分布式光伏技术分享 

分散式风电场案例分享 

工业园区分布式能源应用案例分享 

先进储能技术、逆变器技术对分布式能源的推动 

拟邀请企业: 

浙江正泰 

远景能源 

天润新能 

天合光能 

阳光电源等 

专题 3：多能互补与微电网建设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未来电力领域前景广阔。与此同时，单一能源品种的利用现阶段已受到多方掣

肘，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建设多种能源有机整合、集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正成为大趋势。要

解决新能源的波动性问题，一要采用多能互补、多能源电力系统的协调规划、调度与控制，提高电

力系统运行灵活性，二要将储能等创新技术充分融入微电网模式，从而挖掘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消纳

空间。 



15:10-16:10 

区域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能量管理系统 

配售电改革和多能互补 

拟邀请机构: 

开发商 

EPC 工程承包商 

售电公司 

高峰对话：分布式能源未来发展之路 

16:10-17:00 

主要话题: 

分布式能源未来发展哪些技术领域需要重点突破 

配额制、绿证能否有效地推动分布式能源消纳？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商业模式创新 

拟邀请参与机构: 

分布式能源开发商 

光伏组件企业 

风电设备制造商 

逆变器企业 

储能企业 

运维公司 

*具体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年度光伏行业组织座谈会 

时间：2019 年 1月 16日     地点：万寿宾馆 A座一层多功能厅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 

15:30—16:00 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勃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16:00—17:00 

互助讨论环节： 

（1）全国及各地方光伏产业发展的最新情

况； 

（2）当前光伏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3）相关建议和意见。 

受邀行业组织代表 

  



光伏行业 2018年发展回顾与 2019年形势展望研讨会 

时间：2019年 1月 17日      地点：万寿宾馆 A座多功能厅 

时间 演讲主题 主讲人 

9:00-12:30 

相关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领导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领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 

领导（拟邀）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领导（拟邀）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情况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勃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光伏发电消纳分析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 

李琼慧  所长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和绿色电力证书政

策解读——2018年回顾与 2019 年展望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徐国新 副处长 

（题目待定）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全球光伏市场发展情况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彭博新能源财经 

刘雨菁  分析师 

光伏海外投资项目分析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待定 

12:30-13:30 自助午餐 

13:30- 

17:00 

新形势下的光伏政策和市场分析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王斯成 研究员 

光伏平价上网情况分析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国际光伏招标经验分享及趋势展望 
GIZ(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侯安德  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主任 

晶硅组件技术发展现状及成本分析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待定 

光伏产品国际贸易情况介绍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光伏专委会 

张  森  秘书长  

逆变器市场发展情况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待定 

多晶硅市场发展情况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马海天  副秘书长 

IFC对光伏行业的投资与支持 

——2018年回顾与 2019年展望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李耀  亚太区首席投资官 

*具体议程以会议当天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