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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中能环函【2022】003

聚焦绿色生态促进、绿色生态之路、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

第 15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暨重大项目研究基地发布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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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管委会、北京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支持下，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以下简称“峰

会”，www.ceeschina.org）已成功举办了 14届 16 次和众多系列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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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在“峰会”设立 15 周年、迎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开展了“峰会”

设立 15 周年系列活动，包括历届主题回顾、2018-2021 大事记、启航绿色生态促进新征

程等展示，绿色生态（碳达峰碳中和、绿色矿业、生态修护、绿色能源、海外新能源，

国家机构、央企、京津冀、雄安、海峡两岸、粤港澳等）促进、绿色生态（首都北京、

福建、氢能产业发展等）之路等系列促进活动。

8月 13 日,将在京以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方式，召开第 15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暨

重大项目研究基地发布与研讨会。并将于 10 月下旬召开第 15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

暨“峰会”设立 15 周年实施中国绿色生态 153 活动。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

部、国家能源局等主管部委和人民日报社等“三报一刊”、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工程院等单位领导、院士、专家，启动中国绿色生态促

进 153 活动，发布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绿色能源、

http://www.cee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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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金融等典型案例）评定标准及入选单位；聚

焦绿色生态之路——“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发展。

会议将由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由中国绿色生态研

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评定委员会（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重大项目、中国林业与环

境促进会绿色矿山推进委员会、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生态修复推进委员会、中国机电

产品流通协会智能化矿山分会等机构组成）联合制定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评定标准，并组织实施遴选和评定工作。国家主管部委、北京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等支持。成果将进入中央、北京市和国家部委决策参考，收编入国家级电子出版物《绿

色生态之路——第 14 届第 15 届“峰会”合集》，在中国知网发布。百家中央重点、行

业主流媒体、新媒体和“峰会”官网、5000+微信友、百万+群友、数百个不同专业的微

信群图文视频向全球传播。

欢迎全国各地绿色生态领域特别是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领域的专家、实业家和媒体

参加。准备基地选题和/或研讨选题，7月 30 日前提交回执表和 500-1000 字的文摘，发

组委会邮箱：ceesint@163.com，ceeschina@139.com。审核通过的文摘，通知研究基

地或作者发言、研讨交流。

加入绿色生态促进队伍，携手探索绿色生态之路、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附件1 第 15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暨重大项目研究基地发布与研讨会第一轮议

程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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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56285136, 64492361, 15311983828 等

联系人：刘杨；张老师（13911790970）等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组委会

二 0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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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15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暨重大项目研究基地发布与研讨会
（第一轮议程）

主题：绿色生态促进、绿色生态之路、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

一、时 间：8 月 13 日 8：30—17：00

二、会 场：北京创杰环保科技园 B 栋二层大会议室（首都机场天柱东路天竺保税

区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备选）

住 宿：附近宾馆很多，自行选择入住，秋果 S 酒店（北京首都机场二店）、北京

临空皇冠假日酒店等可供选择。

三、主办单位

中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四、支持单位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五、评价标准联合制订单位

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评定委员会。

评定委员会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研究》重大项目、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绿色矿山推进委员会、中国林业与环境促

进会生态修复推进委员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智能化矿山分会等机构组成。

六、协办单位

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一）

七、议程

时 间：8 月 13 日上午 8：50-12：00

地 点：北京创杰环保科技园 B栋二层大会议室（首都机场天柱东路天竺保税区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备选）

（一）致辞（8：50-9：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领导致欢迎辞

李翠玲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

任、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社科规划办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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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华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

周远波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

8月13日上

午

主持：

（二）展望中国绿色生态促进 153 活动，说明中国绿色生态研究

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评定标准，发布中国绿色生

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一）入选单位（9：35-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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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中

国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三）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一）

代表发言（9：50-10：20，基地代表发言）

发言一

发言二

发言三

茶歇交流：北京创杰环保科技园 B 栋二层大会议室（10：20-10：25）

中国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分论坛

协办单位：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二)

8月13日上

午

主持：

史京玺

中国林业与

环境促进会

绿色矿山推

进会会长

（四）发布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

例二）入选单位，说明典型案例的产生过程（10：25-10：35）

张立宽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智能化矿山分会会长

（五）中国绿色生态研究基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二）

代表发言（10：35-11：20）（基地代表发言）

发言一

发言二

发言三......

（六）专家和媒体点评（11：20-12：00）

汪 民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桑百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首席专家

武 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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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报一刊”和行业主流媒体 2-3 家

12:00-13;00 午 餐 北京创杰环保科技园 B栋贵宾厅

主 持：

（七）研讨：绿色生态之路——“双碳”目标下如何实

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发展

时 间：8 月 13 日下午 13:30-17:00

地 点：北京创杰环保科技园 B 栋二层大会议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报告厅（备选）

1. 组织方式

围绕以下 6 个议题，7 月 30 日前提交 500-1000 字文摘，并填写回执表（见

附件 1）、发 ceesint@163.com。审核通过的文摘，通知作者发言或研讨交

流。本板块拟安排 10-15 人演讲或简短发言。

2.主题、议题

围绕绿色生态之路——“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发展，

紧密结合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基于“两山”

理念、生态优先、价值转换的视角》研究，在以下六个领域展开研讨交流。

（1）绿色规范导向：改进自然资源生态系统评价，改进绿色生态的评价

标准（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生态修复、绿色能源、绿色金融、总部企业、

园区、新区）；

（2）绿色平台导向：实施中国绿色生态促进 153 活动，搭建产科教融合

平台；

（3）绿色制度导向：全国和北京市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和经验；

（4）绿色实践导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

区域与行业践行案例；

（5）绿色成就导向：国家、首都、京津冀一体和其它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发展成就。

3. 成果应用

（1）中央重点媒体、行业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电视、视频、文字、图片等并

举宣传；

（2）以内参等方式提交高层领导决策参考，进入中央、北京市、地方决策

或决策视野。

（3）收编入国家级电子出版物《绿色生态之路——第 14 届第 15 届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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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高峰论坛合集》，在中国知网发布。2023-2024 年从电子合集中再选择

部分进入《绿色生态之路》蓝皮书（纸质版）。

4. 专家选择

（1）从历届绿色生态专家库和本届“峰会”合作伙伴中邀请：

蒋庆哲 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谢高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科学中心主任、自然资源

与环境修复研究部主任、首席研究员

中国新能源海外/国际发展联盟

（2）从提交 500-1000 字文摘的作者（研究基地选题优先）中选择。

（3）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首都其它专业院校等邀请。

（八）拟邀的中央重点、行业主流媒体和新媒体

1.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日报等；

2.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软科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等；

3. 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知网、海外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闻网等；

4.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矿业报、中国电力报、中国环境报、中国能源报、中国自然资

源报等；

5. 人民视频、腾讯视频、今日头条视频、搜狐视频、网易视频、优酷视频、Bilibili、

56 视频、Meipai 视频、一点资讯、企鹅号、好看视频、爱奇艺视频等。

附件 2

第 15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暨“峰会”

设立 15 周年实施中国绿色生态 153 活动

（第一轮议程）

一、时间：10 月下旬，2天

二、地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交流大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求真楼三层报告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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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议题

（一）主题：“双碳”目标下的绿色生态之路

（二）议题：

1.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深入研究绿色规范，重点聚焦绿色生态评价标准

的改进、北京总部企业绿色发展评价标准；

2.启动中国绿色生态促进 153 活动；

3.推进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建设；

4.发布重大项目研究基地：绿色能源、生态修复、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金融

等；

5.发布《绿色生态之路——第 14 届第 15 届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合集（电子版）》（中

国知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