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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风电大会

欢迎您参加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的第六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
零碳目标下，全球海上风电市场正在加速发展，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多个国家都在扩大海上风能布局。广西作为全国沿海地区中为数不多的海上
风电尚未开发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加速推进落
实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
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三大定位”，必将成为广西打造东盟海上风电母港新
名片，实现零碳目标的新引擎。

 为推动海上风电产业与沿海地区经济相互促进及可持续发展，开拓中国与东盟
能源合作新方向，第六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拟于2021年7月7-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举办。全球海上风电大会是专注于海上风电发展的国际化高端品牌会议。本次
大会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辐射全球，搭建海上风电产业的沟通桥梁。同时，联合
国内外海上风电领袖及业界同仁，以更广阔和更有前瞻性的视角研判全球海上风电发
展前景，多维度探讨海上风电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眼技术前沿，聚焦行业热
点，覆盖全产业链建设，推动我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会组委会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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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风电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承办单位：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风能》杂志

战略合作单位：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多（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挪威驻华大使馆
英国驻华大使馆
荷兰驻华大使馆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挪威创新署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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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尊敬的先生 /女士：

感谢您参加第六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为了保证您顺利、安全、便捷、愉快地参加会议，请您在以

下方面给予支持和配合：

请认真阅读并妥善保
存《会议手册》等会议资
料，以便您合理安排时间，
准时出席会议活动。

会议期间，请将通
讯设备置于关机或静音
状态。

签到时领取的会议
证 件 是 出 入 会 场、 参 加
会议的唯一凭证。

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
或者委托住宿酒店保管。

07/07 07/08 07/09

01 0302

04

进入酒店请提前观
察好安全通道、应急出
口位置。

05

上下楼梯，尽可能
靠边行走，请勿在上下
楼梯时使用手机。

06

会议全程请科学佩戴
口罩。遵循呼吸卫生 / 咳
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
用肘部或纸巾遮掩。不随
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
巾包好弃置于垃圾箱内。

07
有 发 热 或 呼 吸 道 症

状， 特 别 是 近 期 与 呼 吸
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
接 触 的 人 员， 不 要 带 病
参会。

08

注 意 手 部 卫 生， 清
洁 双 手 前 不 要 触 碰 口、
眼、 鼻。 接 触 公 用 物 品
或其他可能被污染的物
品 后 必 须 洗 手， 或 用 免
洗手消毒剂。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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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

2021年7月7日-9日

中国·广西..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

1、会议时间及地点

7月 7日.星期三

14:00-18:00 海上风电发展座谈会
（受邀参加）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二层南宁 2 厅

7 月 8 日.星期四

08:30-18:00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开幕式及
主题论坛 1-2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一层豪生厅

14:00-18:00 中国 - 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
培训预热会 - 风电专场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二层会议室
5+6

16:00-18:00 广西沿海三市海上风电发展
合作交流会（受邀参加）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二层南宁 2 厅

7 月 9 日.星期五

09:00-12:00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主题论坛 3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一层豪生厅 1

09:00-12:00 全球海上风电峰会主题论坛 4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一层豪生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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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酒店信息：

3、酒店导览图

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竹溪大道98号

1F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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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信息

请参会来宾自行前往南宁，南宁各主要交通站点不设接待。

其他相关交通信息参考如下：

地址 公里 车程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至会议酒店 38 公里 45 分钟

南宁东站至会议酒店 10 公里 18 分钟

南宁站至会议酒店 12 公里 20 分钟

主办方主要工作联系人

项.目 联系人 电话

住宿餐饮协调 蒋园园 18612465887

车辆协调 李楠 13601260686

注册协调 李想 15011506357

问题咨询 苏盈 18911402302

商务合作咨询

刘晓旭 15510818551

蒋维扬 13261663353

国际合作咨询 王沐 1346639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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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一览表

大会主论坛 同期活动

7 月 7 日
星期三

10:00-14:00

大会参会听众报到

14:00-18:00 海上风电发展座谈会
（受邀参加）

18:00-20:00 VIP 欢迎晚宴

7 月 8 日
星期四

08:30-09:30 开幕致辞

海上风电装备技术
showcase

09:30-12:00
主旨演讲
深化创新，多能融合
海上风电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14:00-16:00 主题论坛一：领潮——未来海上风电发展趋势 中国 - 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
设培训预热会 - 风电专场

16:00-18:00 主题论坛二：躬行——对话海上风电开发商 广西沿海三市海上风电发
展合作交流会（受邀参加）

19:00-21:00 “远景之夜”欢迎晚宴

7 月 9 日
（星期五） 09:00-12:00 主题论坛三：

海上风电创新论坛

主题论坛四：海上风电
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论
坛

海上风电装备技术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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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2021 全球海上风电大会

2021 年 7月 7日（星期三）

14:00-18:00 海上风电发展座谈会（受邀参加）

2021 年 7 月 8日（星期四）

开幕式

08:30-09:30 领导致辞

主旨演讲：
深化创新，多能融合

海上风电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内容提要：在“碳中和”目标下，一场以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为主题的能源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海上风电资源丰富，同时具有运行效率高、输电距离短、就地消纳方便、不占用土地、
适宜大规模开发等特点，海上风电将成为我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然选择。本环节将从多角度对海上
风电市场进行深度剖析，探讨海上风电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09:30-09:50
电力系统对双碳目标的主动支撑——CPPSE
的视角

薛禹胜，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名誉院长

09:50-10:10
电网企业助力“30.60”的举措、思考和建
议

毕亚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
组副书记

10:10-10:30 新能源云服务绿色发展与碳中和 刘劲松，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

10:30-10:50 中国海上风电十四五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易跃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10:50-11:10 广西“十四五”能源发展方向及重点任务
农冰，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能
源局局长

11:10-11:30 碳中和时代，不要浪费每一片海洋 谢德奎，远景能源海上产品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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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40 全球海上风电市场（及新兴市场）介绍（视频）
Alastair Dutton，全球风能理事会海上风电工作
组主席

11:40-12:00 东盟海上风电市场介绍（视频）
Dr. Nuki Agya Utama，东盟能源中心（ACE）
执行主任

主题论坛一 : 领潮——未来海上风电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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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驶入快车道，而如何降低海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始终是行业最为关注的话题。
大型机组上我们还有多少发展潜力？漂浮式风电技术距离商业化运营究竟有多远？如何实现海上风电产业
和现代海洋经济的融合发展？还有哪些技术能够促使 LCOE 继续下降？在这里，您将听到业内最前沿的声音。

14:00-14:30
海上风电技术发展趋势及全球漂浮式风电市
场（视频）

Maf Smith，全球风能理事会漂浮式风电工作组
负责人，RenewableUK 前 Deputy CEO

14:30-15:30

对话：海上风电的未来和发展
1、海上风电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托
创新进一步提高经济性是业界必须推进的重
点工作。目前，海上风电有哪些创新潜力可
供挖掘？产业链上下游如何才能实现更好地
协同？
2、当前，“价格战”、资源换产业、资源
换订单等非技术质量因素严重扭曲了风电市
场的竞争，阻碍着行业进步。产业界如何合
力清除非技术质量因素的影响，构建起公平
的、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行业健康发展的市场
竞争机制？

田庆军，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
翟恩地，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中央研究院院长
金云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高级副总
裁
吴改，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海上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温剑波，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徐侃 ,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勾建辉博士，弗兰德中国区董事长兼 CEO

15:30-15:50 茶歇

主题论坛二：躬行——对话海上风电开发商
主持人：李俊峰，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内容提要：双碳目标下，蓬勃发展的海上风电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开发企业作为海上风电产业链的终端
环节，战略布局有哪些调整？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行业间的合作，来应对平价带来的挑战？哪些政策规划
的出台可以推进海上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本环节我们将邀请国内外海上风电开发商高层
开展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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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英国海上风电政策、创新与成本降低（视频）
保罗·德拉蒙德，伦敦大学学院能源与气候政策
高级研究员

16:10-16:30 低补贴环境下海上风电经济性的挑战与应对
张东烨，壳牌可再生能源海上风电事业部大中
华区总经理

16:30-17:30

对话：海上风电的机遇和挑战
1、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力
系统将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就目前而言，
电力系统如何才能保障海上风电的大规模并
网？
2、 大力开发海上风电，对于打造海洋经济
强国、落实沿海地区的“双碳目标”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风电企业如何在抓住这轮发
展机遇期的同时，通过风电开发来更有效地
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董秀芬，三峡集团新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张晓朝，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
副主任
李光明，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迟永宁，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
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新能源并网与运行专委
会秘书长
广西电网有限公司

19:00-21:00 “远景之夜”欢迎晚宴

2021 年 7 月 9日（星期五）

主题论坛三：海上风电创新论坛
围绕降低海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展开的创新博弈

主持人：杜广平，鉴衡认证中心总工程师
内容提要：我国海上风电正在迎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技术进步，在行业整体竞争加剧的情境下，
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快速降低海上风电度电成本成为风电行业当前面临的严峻考验。本环节将围绕大兆瓦机
组、先进安装船、漂浮式基础进展、输变电、海缆，柔性直流输出等创新技术，探讨还有哪些技术能够促
使 LCOE 继续下降？如何更有效的贴合行业的需求发展？未来的装备技术还将有哪些突破？

主题报告

09:00-12:00
双碳时代的海上风电工程技术创新 

宁巧珍，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上工程
方向总工程师兼风电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海上风电与多能融合创新之路 贺小兵，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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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双碳目标下海上风电发展新思考
黄轩，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上产
品线总监、海上销售事业部副部长、技术部副
部长

海上风电柔性直流并网技术及装备
孙宝奎，南瑞集团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海上风电技术研讨及发展趋势 董晔弘，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学科带头人，海上浮式风电装备总设计师

碳中和目标下的海上风电技术发展新动态
李源，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助理

大兆瓦风机变桨技术路线
江显平，埃斯倍风电科技（青岛）有限公司总
经理

半直驱在海上风电的应用 Joerg Sieber，威能极中国风电齿轮箱总经理

免维护涂层体系在浮式海上风电与海洋渔场
上的应用

周国新，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能源行
业技术支持经理

风机叶片助力降低度电成本
徐岚，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区前
端工程总监

海上除盐除湿系统 李佳，COTES A/S 商务拓展经理

主题论坛四：海上风电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论坛
海上风电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破解海上风电运维难题

主持人：魏辉，远景能源有限公司海上解决方案总监
内容提要：影响海上风电度电成本的因素众多，从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角度来考虑，海上风电场的设计、
施工和开发阶段直接决定设备的可靠性，对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海上风电运维对风电
场运营经济性造成巨大挑战，已逐渐成为影响海上风电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论坛将围绕海况勘察、工
程设计施工、运维等领域，讨论如何构建合理的体系，运用先进的技术与工具，有效降低海上风电场的施
工及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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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报告

09:00-12:00

海上风电专家挪威 - 为全球海上风电行业
增值

Jon Dugstad，挪威能源商会风电和太阳能主管

海上风电运维技术的探索
张竹，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风机工
程及运维技术部主任

海上风电的挑战和智慧运维新模式
李永战，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海上工程
运维部副总监

“风”与“氢”的联姻——碳中和背景下多
能互补的积极探索

袁熹，东方电气（成都）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主任工程师

在役风电叶片前缘 5 年质保及发电量提升解
决方案

石明辉，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大客户经理

直升机助力海上风电运维
鲁昕，空中客车直升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与业务发展负责人

助力海上风电安装、运维的船舶装备 杜可，乌斯坦船舶设计副总经理

海上风电场升压站认证
刘兆，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风能事业部
副总工

项目认证为您海外风电项目保驾护航 
倪涛，DNV 可再生能源认证 - 海上业务开发
经理

海上风电可持续性防腐方案
孟庆昂，海虹老人北亚投资有限公司风电行业
经理

风机叶片智能化巡检及数字化管理技术研讨
李浩，上海扩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行业解决方
案总监

* 日程以现场最终版为准，主办方保留临时更改日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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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简...介

一、专委会成立背景：
2000 年，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 全球环境基金“加速中国可再生能源商业化能力建设项目”的支持下组建，
并于 2002 年 3 月 25 日获得了国家民政部的正式批准。专委会的会员单位主要由从事可
再生能源应用、研究、开发、制造、检测、认证、标准化、服务的优秀企事业单位、行业
组织机构、科研设计院所、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等组成。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跨地区、跨行业、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党建
工作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

 2017 年 7 月，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经换届更名成立，以“提升学
术研究水平，扩大政策影响力，强化产学研的沟通，增强可再生能源的社会认可度”为目
标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及传播活动，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良性健康发展。目前专委会拥
有专家委员 30 余人，汇集了来自可再生能源行业重点研究机构、设计院所、高等院校、
行业组织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

中国能源研究会成立于 1981 年 1 月，是由中国能源科技与管理工作者和能源领域的
知名企事业单位组成的学术团体。

二、专委会宗旨
致力于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进步，助力能源转型，推动能源与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

协同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专委会主要职责
桥梁——沟通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机构、科研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加强可再生能源行

业与政府部门间联系，反映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声音，为政府部门制定可再生能源相关政
策提供服务；

窗口——对接国内可再生能源领域与国外联系和交流，促进国内可再生能源领域与国
际间的联系合作与交流；

纽带——联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间及企业与科研单位，加强产、学、研界的沟通与
协作，促进先进技术产业化，推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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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委会组织架构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综合管理部
负责专委会领导及上级协会的日常事
务管理，专委会的日常行政管理、人
力资源、信息及对外宣传以及财务、
法务等相关工作，协调各部门业务开
展、有序运营。

政策研究部
研究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中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承担政府部门、
企业和相关机构委托的研究课
题，及时提出政策建议或研究报
告，负责公众咨询等工作。

会展宣传部
依托专委会强大资源平台，利用自
身在政府支持和行业资源等竞争优
势，进行会展策划、会议组织、产
品展示、论坛研讨、消息传播等现
代会议展览工作。负责专委会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宣传平台的运营
维护等工作。

公共关系部
负责对外联络协调工作，包
括与国内外政府、行业机构、
企业和媒体新闻届人士的联
系。协调、处理专委会重要
来访、参观接待及境外考察
工作。负责专委会会员管理
等有关工作。

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能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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