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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2016]中能环组字第 11 号

关于召开第九届中国能源

环境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峰会” ） 是聚集中国和世界高端人才，

分析和预测中国和世界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机制性高峰国际论坛，是中外高层

官员、顶尖专家、企业领袖对话与交流、中外相关产业与行业、城市和城镇交流合

作的高端平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科技部、美国能源

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信息中心等共同支持下，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九次。为

中国国家制定能源环境政策提供了决策咨询服务，在全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届“峰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的决策部署，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务院国有重点大

型企业监事会等数十个单位的专家型领导和外国环境部长或驻华大使，围绕绿色发

展消除灰霾——绿色发展走势分析、天然气、光伏产业、绿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效）

技术与环境治理、能源互联网、国际合作等主题，发表演讲或对话交流，推出世界

前沿的绿色技术，推进中美、中奥和国际组织合作。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百家中央

主流媒体和中央媒体向全球传播。论坛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国家可再生能源

中心、新华网等联合主办，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等承办。于 12 月

10-12 日在北京举办。

望各有关单位踊跃报名参会、演讲合作，共同推进中国和世界的绿色化发展，

实现消除灰霾。详见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邀请函、议程（附件 1 ）、回执

（附件 2）。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二 0 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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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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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

的支持下，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峰会” ）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九

次。2009 年期间，经国务院批准，峰会被列为全球智库峰会的第二个分论坛。9

年来，峰会聚集了包括印度前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组织、世界 500 强企

业、跨国公司领袖，“两院”院士，国务院参事在内的千位世界和中国一流的专

家，形成了系列绿色化创新成果，通过 100 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和媒体报道，为国

务院、国家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主管部门提供了决策咨询服务，促进了中国乃至世

界的绿色化发展和污染治理，超前指导、监督行业、区域绿色实践以及企业的绿

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效技术行动和民众的绿色消费行动。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

部署，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见附件 1）将于 12 月中旬（10-12 日）在

北京举办，论坛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新华网等联合

主办。主要围绕绿色发展消除灰霾——绿色发展走势分析、天然气、光伏产业、

绿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效）技术与环境治理、能源互联网、国际合作等主题，

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

事会等数十个单位的专家型领导和外国环境部长或驻华大使发表演讲或对话交

流，推出世界前沿的绿色技术，推进中美、中奥和国际组织合作。百家中央主流

媒体和中央媒体向全球传播。活动由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及分论

坛联合组织单位承办。会后出版第三部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蓝皮书。

诚邀贵单位合作、演讲、参会，共同推进中国和世界的绿色化发展，实现消

除灰霾。有意向者请填写回执表（见附件 2）。

附件 1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初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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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合作、参会回执表

附件 3 往届部分重要演讲嘉宾

第八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图文报道和视频报道链接：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692&cid=11&pid=19 （图文报道）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693&cid=11&pid=19 （媒体报道综合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1NzQ3Ng==.html （视频 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3NDAyNA==.html （视频 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4MDM2OA==.html （视频 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4ODIzMg==.html （视频 4）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报道链接：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737&cid=11&pid=19

联系人：论坛秘书处 罗晶晶、韩女士、顾先生、刘先生等

天然气分论坛 张海霞等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二）刘芳、陈小玲等

中美中奥合作、量子绿色应用、能源环境法律问题先列此分论坛中

光伏产业分论坛 周元等

能源互联网分论坛 李祺等

电 话： 010-56285136, 64492361，68539833

邮 箱： 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
微信号：CEESCEES
官 网：www.ceeschina.org（中文）； www.ceesint.org（英文）

感谢您们的支持。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二 0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北京

主题：绿色发展走势、天然气、光伏产业、能源互联网、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抄送：联合主办、各支持、协办单位；入编蓝皮书单位；中国能源环境“百千万万”活动

专家指导小组、“百家讲坛”、“千位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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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不予公开 二○一六年十月印发（首印 3000 份，存档 20 份）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692&cid=11&pid=19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693&cid=11&pid=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1NzQ3N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3NDAy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4MDM2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g4ODIzMg==.html 
http://www.ceeschina.org/view.asp?id=737&cid=11&pid=19
mailto:ceesin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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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初步议程

主 题：绿色发展消除灰霾——绿色发展走势分析、天然气、

光伏产业、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能源互联网、国际合作

一、时间地点

大会时间：12 月 10-12 日(10 日报到）

会场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住宿宾馆：北京惠侨饭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门斜对面）

二、组织机构

主 办: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新华网

分论坛联合组织单位：

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由国电等光伏行业央企及上市公司

组成）——光伏产业分论坛

中国天然气行业联合会（北京市中燃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天然气分论坛

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牵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量子科学研

究所、盈科律师中国区等协同—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二）

希柯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等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一）(10 月 24 日已召开)

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国电能源互联网公司支持

——能源互联网分论坛

支持单位: 中国能源环境“百千万万”活动专家指导小组核心单位：国家

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及其国际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经济日报社

其他支持: 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大冷股份、国际清洁能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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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能源报、中国环境报；

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央视等 60 多家

承 办：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

三、参会对象

1、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能源、资源、环境、生态文明促进、科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融资机构的负责人；

2、光伏行业、清洁能源、能源互联网、互联网+绿色技术；

3、天然气行业、天然气分布式利用、天然气技术、互联网+天然气；

4、绿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效技术及其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5、能源、资源、环境、气候变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

6、外国机构、国际组织、跨国能源资源环保科技公司代表。

四、初步框架议程

2016 年 12月 10 日星期六 大会报到

时 间 会 议 名 称 地 点

10:00—21:00 大会报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楼 1038室

2016 年 12月 11 日星期日 开幕式和主论坛

时 间 会 议 名 称 地 点

09:00—10:00 大会开幕式 致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

10:10—12:00 大会开幕式 主旨演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

13:30—17:00 主论坛主旨、主题演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

2016 年 12月 12 日星期一 平 行 分 论 坛

时 间 会议名称及联合组织单位 地 点

09:00-12:00 天然气分论坛 对外经贸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中国天然气行业联合会、

北京市中燃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

13:30-17:00 光伏产业分论坛 对外经贸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等

13:30-17:00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会议厅 A
中美中奥合作、量子绿色应用、能

源环境法律问题先列此分论坛

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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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量子科学研

究所、盈科律师中国区等协同

09:00-19:00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一） 北京外交办公大楼 11层德国中心

希柯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等 (备注: 该分论坛 10月 24日已召开)

13:30-17:00 能源互联网分论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会议厅 B

国电能源互联网公司等支持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时间：12 月 10-12 日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12 月 10 日

10:00-22:00

报 到

地 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楼 1038室

大会开幕式

时间：12 月 11 日上午 9:00-12:00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9:00-9:30

开 幕 致 辞

中外重要支持合作单位、主论坛联合主办单位领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领导、人民日报理论部领导，外国环境部长或大使

9:30-12:00

主持人：中国能

源环境高峰论坛

组委会、蓝皮书

编委会领导

主旨演讲：中国绿色发展形势分析

1. 中国新能源和气体清洁能源“十三五”蓝图

2. 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规划的总体形势分析

3. 中国能源科技和能源互联网的总体形势分析

4. 以社会组织改革促进绿色发展

5. 绿色发展消霾的概念、关键问题与战略构想

拟邀演讲嘉宾:

季晓南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李仰哲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何炳光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

王思强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

罗 军 民政部涉外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主任

林智钦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

书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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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环境治理与地方生态文明规划

1. 中外绿色低碳节能环保高效技术企业演讲、沟通交流；

2. 中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企业或机构演讲、沟通交流；

3. 四川省、福建省有关市政府等演讲、沟通交流。

茶 歇 10:00-10:10

12:00-13:20 午餐：馨园贵宾厅/馨园贵宾厅包间

能源新时代蓝图——光伏产业、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

时间：12月 11 日下午 13:30-17:00

地 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13:30-17:00

主持人：中国

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组委会、

蓝皮书编委会

领导

1. 中国光伏和其他清洁能源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前景分析

2.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气水土污染综合治理

3. 大气污染及治理的总体形势分析

4. 光伏行业创新发展的模式（投融资、技术市场对接等）

5. 互联网+能源/绿色技术的形势分析

6. 世界清洁和移动能源前景展望

拟邀演讲嘉宾(部分演讲嘉宾在分论坛演讲):

光伏产业:

梁志鹏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李俊峰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心主任

王仲颖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周 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副秘书长、PGO光

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秘书长（主持）

曾 鸣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Gustav R. Grob 国际再生能源组织主席、国际清洁能源协会主席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

黄小赠 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副司长

张景安 原科技部副部长、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赵忠秀 国际低碳研究所所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刘 芳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副秘书长、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翟永平 亚洲开发银行技术顾问（能源）

1. 中外新能源、清洁能源和“互联网+能源”企业或机构演讲、沟通交流

2. 中外量子的绿色和有机应用机构演讲、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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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外气水土污染治理技术企业或机构演讲、沟通交流

能源新时代蓝图——天然气

时 间：12 月 12 日上午 09:00-12:00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09:00-12:00

主持人：郭焦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

1. “十三五”中国天然气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2. 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主力能源面临的关键问题和前景展望

3. 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带来发展良机

4. 交通领域天然气的应用与实践

5. 互联网+助推天然气领域发展

拟邀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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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全胜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环境资源所副所长

单卫国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天然气市场研究所所长

天然气技术应用的实践与探索

答疑座谈会：主持人、演讲嘉宾与相关的企业、机构沟通交流

12:00-13:00 午餐：馨园贵宾厅

2016 年 12月 12 日下午 13:30-17:00 星期一 平行分论坛

时 间 会议名称及联合组织机构 地 点

09:00-12:00 天然气分论坛 对外经贸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中国天然气行业联合会、

北京市中燃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

13:30-17:00 光伏产业分论坛 对外经贸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PGO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等

13:30-17:00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会议厅 A
中美中奥合作、量子绿色应用、能

源环境法律问题先列此分论坛

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牵头，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量子科学研

究所、盈科律师中国区等协同

09:00-19:00 绿色技术与环境治理分论坛（一） 北京外交办公大楼 11层德国中心

希柯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易水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等 (备注: 该分论坛 10月 24日已召开)
13:30-17:00 能源互联网分论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会议厅 B

国电能源互联网公司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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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参会、合作回执表

2016年12月10-12日

企业名称 填表日期

地址及邮编 传 真

联系人 电话/手机 E-mail

发票全称 发票全称 寄至我单位（ ）报到时领取（ ）

发票内容 会议费（ ） 会务费（ ）参会费（ ）其它（ ）

参会代表：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住 宿

单间（ ）标间（ ）

单间（ ）标间（ ）

单间（ ）标间（ ）

单间（ ）标间（ ）

北京惠侨饭店（对外经贸大学西门斜对面）会议价（含早）：标间350元；单间450元；套间900元

赞助单位申请（ ） 演讲申请（ ）

参会费用

1、普通代表: 3800 元/人 （参会费用含会议、午餐、茶歇、资料(含《绿色发

展消霾论》蓝皮书、场地费等。不含住宿费）;

2、嘉宾：6800 元/人（前排就坐、放置人名桌签、提供大会相关照片电子版；

普通代表权益）；

3、主论坛演讲嘉宾、赞助支持单位、参会贵宾合作方式请联系论坛秘书处或分

论坛。

参会费用共计￥ 元

付款方式

请于报名后 7日内将所需费用汇入以下组委会指定帐户：

收款单位：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樱花东街支行

帐 号：318156032311

参会联系

联系人：论坛秘书处：罗晶晶、韩女士、刘先生、顾先生等

010-56285136, 64492361，68539833

分论坛联系人：见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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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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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eesint@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