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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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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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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举办了

11 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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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雄安新区建设，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继 1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雄安新区视察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

记赵乐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等许多中央领导前往视察、调研指

导。 鉴此，第 12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峰会”），将于 12 月下旬（28-29 日）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等召开，聚焦以雄安为重点的绿色发展及其促进——雄

安新区绿色发展促进会筹备报告；绿色技术：雄安新区绿色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推广目录研究、

活氧技术、垃圾免堆处理技术等；绿色发展促进：绿色技术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

金融促进、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文化促进、绿色建筑促进等；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等。

峰会将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经济

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等主办，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雄安新区管委会、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程院、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国际能源论坛（政府间【部长级】国际能源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单位的领导和院士专家，发表演讲、对话、研讨交流，举办绿色发展及其

促进 30 位专家座谈建言、"绿色三宝（专家+技术+资本）进雄安”签约活动等。百家（位）

国家绿色发展、能源环境主管部委行和相关部委相关项目评审、政策研究专家，“双一流”

高校及其科研院所、国家一级行业协会专家，两院院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国际组织、外国和境外机构、跨国公司，央企、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国际认证机

构和承接国家部委咨询职能的咨询服务机构，雄安新区机构和公司，中央重点媒体、主流媒

体和新媒体等协作。会议成果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众多中央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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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媒体和新媒体向全球传播，以蓝皮书、内参方式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国家主管部委、

相关部委决策参考。

我们欢迎国内外持有世界先进绿色技术/热衷于决策和技术评价研究、政策和技术促

进、模式示范推广/熟悉政府项目运作、目录+动态+全程管理的专家（含专家型官员）、实

业家、投资家和媒体，特别欢迎国家和北京机构、央企和大中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

协会、国际组织、外国机构和跨国公司及其在雄安的分支机构中的专家和团体，以及已经在

雄安新区注册登记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或公司中的外聘专家、专家、实业家，雄安籍的专

家，加入雄安新区绿色发展促进队伍。

欢迎政产学媒各界绿色技术、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建筑、绿色文化、绿色交通、

绿色农业持有者（包括专家【专家型官员]、实业家个人和企业团体)，加入第 12 届中国能源

环境高峰论坛绿色发展促进队伍，宣传绿色理念，展示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并于 12 月 15

日前将登记表和回执表（见附件 2），按表格中联系方式反馈给峰会组委会。

附件 1 第 12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第二轮议程

附件 2 第 12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参会回执表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处：

电话：010-64492361，56285136，68539833 等

微 信：ceescees

联系人：张总、单总、谌总、赵总、孙总（田总）、齐总、鲁女士、刘女士、祝先生、

王女士、韩女士、马女士等

电子邮箱：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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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等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代章）

二 0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主 题：绿色发展 绿色技术 促进机构 推广目录 绿色金融 绿色教育 雄安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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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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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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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第十二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第二轮议程

一、时间地点

12 月下旬(28-29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二、主 题

以雄安为重点的绿色发展及其促进——（1）雄安新区绿色发展促进会筹备

情况报告；（2）绿色技术：雄安新区绿色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推广目录研究、活氧

技术、垃圾免堆处理技术等；（3）绿色发展促进：绿色技术促进、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绿色金融促进、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文化促进、绿色建筑促进等；（4）绿

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等；（5）第 12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沙特峰会，因

沙特持续的恐怖事件取消。

三、主 办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经济

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四、支持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雄安新区管委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其国际经济研究院

等

五、协作单位

中国节能协会、河北雄安绿野清风股份有限公司、首融控股有限公司、净化

任务空气组织/绿证、世界自然基金会等

六、支持媒体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能源报、中国环境报、中

国石油报、中国电力报、中国交通报、中国改革报、中国工业报、中国科学报、

雄安发布、雄媒快讯、商业文化、腾讯视频等众多中央主流媒体、媒体和新媒体

向全球传播，以蓝皮书、内参方式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国家主管部委、相关部

委决策参考。

七、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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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能源环境咨询（北京）中心

八、议程

第 12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框架议程

12 月下旬(28-29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27 日上午

9:00-21:00

报 到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楼 1037 室

大会开幕式

时间：12 月 27 日上午 8:00-17:00

地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

28 日上午

8: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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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贵宾交流合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贵宾室

（8:35—8:50）

28 日上午

8:3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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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持单位领导致欢迎辞

8:50-8:55 蒋庆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

所所长、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8:55-9:00 吴海军 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8:5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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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会报告

1.绿色发展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9:05-9:30）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2.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国策与绿色发展蓝图展望（9:30-9:55）

吴海军 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3.碳排放 MRV(碳核查、碳评价和碳方法学)与绿色低碳推广目录

研究（9:55-10:15）

蒋庆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4.京津冀能源监管与雄安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

（10:15-10:35）

王思强 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局长

5. 产业绿色发展与中国自愿减排碳交易管理展望（10:35-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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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桢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茶 歇 10:35-10:45

10:4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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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雄安绿色发展及其促进

1.社团管理部门领导致辞（10:45-11:00）

马俊达 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事务局副局长/民政部社会管理局

雄安新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领导

2. 雄安新区绿色发展促进会/院筹备情况报告（11:00-11:15）

林智钦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3.绿色发展促进：部分主要发起人和重要专家对话（11:15-11:50）

◎绿色低碳发展和绿色技术促进：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 季晓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杜祥琬

原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巡视员 谢极

◎绿色能源促进：

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玉清

国际能源论坛（政府间【部长级】国际能源组织秘书长 孙贤胜

◎绿色文化促进：

人民日报理论部和/或经济日报理论版领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其科研处/国际经济研究院领导

◎节能环保促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中心主任 徐强

GreenCert 绿证公司联席董事长、净化任务空气组织高级顾问孙嗣敏

上海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程鹏

◎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促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王景武

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中共第十七

届、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王忠民

12:00-13：15 午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馨园贵宾厅/馨园贵宾厅豪包间

绿色技术和节能环保促进对话

合作：中国节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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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20

主持人：谌树

忠 中国节能

协会副秘书长

兼专家联盟主

席谌树忠

组织方式：优选绿色建筑、大气治理、能力建设等领域，邀请关注雄安绿色

发展的专家型企业家，和国家资深专家领导、雄安新区主管局领导进

行对话互动，场上与场下互动。

议 题：绿色建筑；大气治理综合解决方案；区域性雾霾终极解决方案等

致 辞：雄安新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局长
对话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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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极 原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巡视员

徐 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中心主任

对话嘉宾：

首创大气、亿玮坤科技、中城投等（从 50 多家报名的单位中选择 3-5 家）

"绿色三宝（专家+技术+资本）进雄安”签约活动

选择 3-5 家央企、跨国公司、大中型企业和雄安的公司对口签约

14:20-15：50

主持：单军艳

河北雄安绿

野清风环保

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绿色技术应用：活氧技术（格绿狮活氧装置）、
垃圾处理技术（免堆技术）等

1. 发动机气路活氧装置+OBD 监测系统技术

王振宇 博士、河北雄安绿野清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2. 世界先进有机生活垃圾免堆处理技术应用

林阳泰 台湾新环境基金会法人代表、董事长、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

程系主任、教授

3. 免堆科技打造生态循环链

李宥徵 台湾叶山集团技术部经理

邱淑静 台湾叶山集团总经理

其他合作伙伴：深圳绿蛙等

免堆科技是创造有机生态循环链的、获得全球 40 多国发明专利及国际知

名期刊”自然(Nature)”刊载的绿色技术。

15:50-17：00

主持人：

安国俊 中国

金融学会绿

色金融委员

会副秘书长

绿色金融促进--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论坛

议 题：绿色基金 绿色科技部 绿色金融 绿色技术创新

组织方式：圆桌对话

演讲嘉宾：

王忠民 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中共第

十七届、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田 超 浙江南湖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浙江重器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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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龙 首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执行秘书长

白 波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姚江涛 中航信托董事长

俞春江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东方金诚信用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绿色债券评估认证委员会主任

张勇淼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中心主任

李 菁 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合伙人

郭沛源 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理事长、商道融绿董事长

中国和雄安绿色发展及其促进 30 家谈
主题：绿色发展促进、决策和技术评价、政策和技术促进、雄

安模式示范推广、建立世界绿色技术雄安示范中心等

时间：12 月 29 日上午 9:00-17：00

地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报告厅

29 日

9:00-15:30

主持人：林智
钦 北京市习
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
心特聘专家、
中国能源环境
研究中心主
任、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教授

共同主持人：

1. 绿色能源

促进 孙嗣敏

GreenCert 绿
证公司联席
董事长、净化
任务空气组
织高级顾问

2. 绿色技术

和节能环保

一、组织形式

重点从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绿色发展人士中选择 30 位专家建言中国和

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及其促进，每个单位（人）平均每人发言不超过 10 分钟，

会前 10 天提交 1000 字左右的发言稿，发言题目 12 月 日前发微信 ceescees 和

ceesint@163.com 邮箱。

由中央主流媒体、媒体和新媒体进行一对一、多对一对口报道。会议成

果众多中央主流媒体、媒体和新媒体，以及论坛官网、5000+微信友、百万+

群友、图文视频、数百个不同专业的微信群，向全球传播，以蓝皮书、内参

方式提交党中央、国务院、国家主管部委、相关部委和雄安新区管委会决策

参考，受众在万万以上。

二、拟邀的专家成员

1. 国家部委和雄安新区管委会的项目评审和政策研究专家。

2. 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专家。

3. 国际组织、外国机构和跨国公司。

三、拟邀的单位成员

1．国家和北京机构、央企和大中型企业、国际组织、外国机构和跨国公

司在雄安的分支机构中的专家和团体。

2. 已经在雄安新区注册登记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或公司中的外聘专

家。

3. 已经在雄安新区注册登记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或公司中的专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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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谌树

忠 中国节能

协会副秘书

长兼专家联

盟主席谌树

忠

3. 绿色金融

促进 张震

龙 首融控股
有限公司副
总裁

4. 绿色技术

促进 赵一农

中国能源环

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

5. 其他

业家，雄安籍的专家。

四、议题

1. 绿色发展促进（绿色技术促进、绿色能源促进、绿色金融促进、绿

色文化促进、绿色建筑促进、绿色农业促进）；

2. 决策和技术评价、政策和技术促进、雄安模式示范推广；

3. 建立世界绿色技术雄安示范中心。

五、建言单位（从已经报名的 60 多个单位名单中选择以下 30

家，下一轮议程公布发言题目和发言人）

1. 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2所、部省合建高校 1所；

2. 国家一级协会、国家事业机构和台湾行业协会 3家；

3. 央企、国企、上市公司 3家；

4.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5家；

5. 国际认证机构和承接国家部委咨询职能的咨询服务机构 3家；

6. 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 5家；

7. 雄安公司 8家。

15:30-17：00

主持人：

绿色文化促进会晤

会议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贵宾接待室

议题：建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雄安新区绿色发展促进院-校区

嘉宾： 待补充

九、合作和参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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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12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参会和合作回执表
2019年12月下旬（28-29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议报告厅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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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税人识别号

发票内容 会议费（ ） 会务费（ ）培训费（ ）咨询费（ ）其它（ ）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电话/手机 邮 箱

参会费用

1. 普通参会:1200 元/人

2. 嘉宾参会：3800元/人，绿促单位发言和活动机会、前排就座、打桌签等

3. 演讲、合作、媒体宣传意向和其它需求者联系“峰会”秘书处。

费用共计￥ 元

参会费用含会议、午餐、茶歇、资料、场地费等。不含住宿费。

酒店预订
是否预订酒店( )，自 日至 日共（ ）间。

北京惠侨饭店：标准间 400 元/间/天（协议价、含早餐），也可自行住宿。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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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和合作

联 系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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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010-56285136，64492361，68539833 等

联系人：张总、单总、谌总、赵总、孙总（田总）、齐总、鲁女士、刘女士、祝

先生等

电子邮箱：ceesint@163.com; ceeschina@139.co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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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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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