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论坛：2022.11.16-19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展览：2022.11.17-19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推广新能源解决方案

综合智慧能源主题 TOP展

风光储充氢一站式采购平台

www.crecexpo.com

诚邀参会&参观



2022 年 11 月 16-19 日，“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 无 锡 ) 国 际 新 能 源 大 会 暨 展 览 会 

CREC2022”将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聚焦双碳目标，引领绿色发展”

为主题，展会将集中展示太阳能光伏、储能、氢能、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碳中和

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应用。通过举办高端论坛、专业展览及一系列市场配套活动，

为广大新能源企业提供展览展示、信息交流、政府沟通、获取政策的平台。2022 年，随着全社会对“碳达峰

碳中和”的关注，以及“十四五”规划的推进实施，新能源产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诚挚邀请您莅临太

湖之滨，共商新能源发展大计！

展览范围

项目概况

论坛数量 20+

光伏电站投资商、EPC 公司、光伏系统集成商、

分布式光伏安装商、光伏扶贫项目开发商、光

伏电站投资设计公司、离网系统供应商等

光伏系统工程 光伏组件

电站配套产品

综合能源服务

氢能

风电

综合展示

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

储能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动力电池、充电站、充

电业务运营、分时租赁业务

锂电池（磷酸铁锂、三元锂、钛酸锂）、液体

电池、铅酸电池、铅炭电池、超级电容、储能

材料与器件、电池管理系统（BMS）、储能变

流器（PCS）、EPC

多晶组件、单晶组件、薄膜组件、双玻组件、双

面发电组件、柔性组件、光伏瓦等

逆变器、汇流箱、智能电表、支架系统、追踪系

统、光伏电缆、光伏储能、配电柜、数据采集、

监控运维等

能源管理系统、EMC、园区售电、三联供、节

能服务等

制氢、储氢、运氢、加氢设备，燃料电池系统及

零部件，氢燃料电池汽车等

风电整机、叶片、塔筒、齿轮箱、风力发电机、

轮毂、机舱、底座、支撑部件等
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果

演讲嘉宾 200+ 论坛听众 2500+ 知名展商 200+

展览面积 40000m2+ 观众人次 30000+ 城市团组 100+ CEO 100+

CTO 200+ 采购总监 200+ EPC、经销商 1000+ 园区、工厂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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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展商及赞助商

专业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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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源广、前瞻性强、行业领袖齐聚

立足长三角新能源产业基地和市场高地

全球贸促系统导入海量海外资源与商机

权威

焦点

国际

吴新雄、惠建林、杜小刚、赵建军等领导共同为大会启幕

印度可再生能源部副部长座谈会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致辞

江苏唯一新能源展会，助您开拓江苏及华东市场

全国唯一由政府指导支持举办十届以上的新能源展会

“一带一路”新能源国际合作论坛盛况

政府领导、专家院士和知名企业家共同出席首届碳中和行动 50人论坛

聚焦 TOP光伏企业，重塑供应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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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国企、国网等 "国家队 "深度参与高端

为展商观众整合综合能源服务市场资源资源

聚集双碳领域 100项新产品 / 新技术技术

国家电投360平全方位展示，钱智民董事长莅临展会参观

联勤保障中心参观展会

光储一体化

国网公司展示综合能源服务

国家能源集团多次参展

长三角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参观展会

双碳智慧云平台

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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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规　　 模：

2022 年 11 月 16 日（周三）15:00-17:30

无锡尚贤湖基金 PARK 路演中心

围绕“产融结合·资本赋能”主题，开展新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最新零碳技术趋势、绿色金融等方

面的主旨演讲、交流研讨等

邀请国家能源局、江苏省能源局等主管部门代表；

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等央企负责人；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银行、红杉中国、

IDG、平安租赁、中信证券、国信证券等金融界代表；

法国电力、微软中国、普华永道、协鑫集团、隆基

绿能、通威集团、天合光能、阿特斯、阳光电源、

华为数字能源、远景科技、十一科技等领军企业家

代表以及相关院士专家和行业协会代表

50 人

“2022 碳中和行动”闭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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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2022 年 11 月 17 日（周四）09:30-11:3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兰花厅（开幕式） |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 馆（巡馆）

领导致辞、项目签约、全国十大零碳案例发布、启幕仪式及重要嘉宾巡馆

中国贸促会、国家能源局、江苏省政府领导，国际知名新能源组织代表，知名企业家，院士专家

和行业商协会代表等

开幕式及领导巡馆

06

2022 年 11 月 17 日（周四）13:30-17:3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兰花厅

新能源产业“走出去”服务联盟揭牌仪式、国际新能源政策及市场机遇、国际新能源项目需求发布、

案例分享、国际新能源项目合作签约、西班牙新能源市场专题推介

新能源国际投资联盟、海外新能源发展联盟、西班牙驻上海领馆、泰国光伏协会、法国电力、中国

能建集团、中国电建国际工程公司、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电气、十一科技、红豆电力等

知名企业代表

2022 新能源国际合作论坛

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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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嘉宾：

2022 年 11 月 17 日（周四）13:30-18:0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梅花厅

专家主旨演讲、嘉宾专题报告、行业领袖对话、产业链供需信息发布

国家能源局、江苏省能源局领导，中国能源研究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光伏产业协会、

欧洲光伏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泰国光伏协会等知名新能源机构代表，法国电力、西门子、

道达尔、港华能源、中国进出口银行、中信保、远景科技、协鑫集团、隆基股份、金风科技、通

威集团、十一科技、华为数字能源、TCL 中环、阳光电源、先导智能、天合光能、无锡尚德、固

德威、上能电气、东方日升、600W+ 联盟等知名企业代表

光伏生态圈会议：2022 全球光伏产业峰会

2022 年 11 月 19 日（周六）09:00-12:00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3 馆

民用光伏建筑、新建工商业光伏建筑、装配式光伏建筑、旧社区光伏建筑一体化改造、公共机构零

碳路径及案例分享、BIPV 行业发展报告等

嘉盛光电、极电光能、龙焱能源科技、中信博新能源、成都中建材、杭州纤纳光电、凯伦股份等企

业代表及专家学者

光伏生态圈会议：2022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论坛

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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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2022 年 11 月 18 日（周五）09:00-16:30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B3 馆

《2022 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白皮书》发布，分布式光伏政策解读、工商业储能市场开发、市

场开拓经验分享、商业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及案例分享等

中国光伏协会、山东省光伏协会、河北省光伏协会等行业协会代表和专家学者，道达尔远景、正泰

新能源、隆基绿能、华为数字能源、阳光电源、上能电气、宁德时代、中航锂电、一道能源等知名

企业代表

光伏生态圈会议：第九届中国分布式光伏+储能大会

2022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发展

白 

皮 

书

重磅发布《2022

中国分布式光伏

行业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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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8 日（周五）13:30-16:3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兰花厅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产业链供需信息发布、政策与市场解读、氢燃料电池产业链项目合作签约等

中国氢能产业联盟、荷兰氢能产业联盟等国内外氢能行业协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博世中国、国家电

投、国华能源、隆基绿能、潍柴集团、重塑集团、一汽锡柴、威孚高科、空气产品公司、江苏氢导

等行业领军企业代表

2022 年 11 月 18 日（周五）09:00-12:0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梅花厅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产业链供需信息发布、政策与市

场解读、风电产业链项目合作及大宗采购集体签约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等

商协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国家电投、远景科技、金风

科技、明阳风电、江苏新能、吉鑫科技、运达股份、

恒润股份、振江新能源等行业领军企业代表

2022 氢能产业生态圈会议

2022 风电产业生态圈会议

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2022 年 11 月 18 日（周五）13:30-16:30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梅花厅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产业链供需信息发布、政策与市场解读、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合作签约等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江苏省储能行业协会等商协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宁德时代、比亚迪、

格林美、宁波容百、上汽大通、华晨新日、蜂巢能源、力神电池、欣旺达集团、远景科技、先导智

能、远东动力电池、奥特维等领军企业代表

2022 动力电池生态圈会议

时　　间：

地　　点：

主要内容：

拟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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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分布式光伏品牌评选

“中国十大分布式光伏组件品牌”、“中国十大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品牌”、“中国十大分布式光伏系统品牌”、“中

国十大分布式光伏运维品牌”、“中国十大 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品牌”、“中国十大分布光伏设计院品牌”

六大奖项，将在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期间揭晓，期待共同见证！

十大组件品牌

十大逆变器品牌



2022 中国分布式光伏行业千人聚惠

对接优质屋顶资源

媒体广泛宣传报道

现场盛大颁奖典礼

落地无锡费用全免

参加行业高峰会议

参观展览订购优惠

同期举办 2022 工业园区及公共机构节能

环保论坛 全国百家工业园区齐聚

100 多家大众及行业媒体全程宣传报道

500 人宏大颁奖现场，重量级颁奖嘉宾

获奖企业无锡展期间吃住行费用全免

免费参加全球新能源产业峰会、储能及综

合能源服务大会等

参观同期无锡展，享受展览特价订购

对接商机，汇聚工业园区屋顶资源

分享交流，参加全球新能源产业峰会 参观考察，实地参观行业龙头企业

尊享福利

参与对象

分布式
投资商

分布式
开发商

分布式
安装商

分布式
设计商

分布式
运维商

分布式
平台商
……

免费参会，无锡新能源大会主论坛

低价采购，众多厂商推出展览特惠价

差旅优惠，落地无锡吃住行费用全免

2022 中国百强分布式光伏服务商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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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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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费用

会议费用

赞助费用

* 效果图仅供参考

门票类型 / 优惠截止日期

（当日 17:00）
10月 20日 11月 5日 现场报名

参会费（不含餐） 1000 元 / 人 1500 元 / 人 2000 元 / 人

参会费（含餐） 1200 元 / 人 1800 元 / 人 2500 元 / 人

1. 餐饮仅包括 11 月 17-18 日两天商务午餐；

2. 政府、协会、园区、公用事业单位、设计院、开发商、集成商、经销商、代理商、EPC、终端用户、   

采购人员等可申请免费参会名额。

项目 价格（元） 项目 价格

主论坛演讲 150,000 资料入袋（2000 份） 30,000

分论坛赞助 50,000 就餐区阵地广告（8m*4m） 30,000

户外阵地广告（12m*4m） 30,000 餐券广告 50,000

会议现场广告（1m*2m） 30,000 分论坛椅背广告 50,000

* 注：

* 注：

价格：

面积：

说明：

价格：

面积：

说明：

价格：

面积：

说明：

10000 元 / 个

9 平米（3m*3m）

含中英文楣板、1 张洽谈桌、

2 把折椅、1 个电源插座、2

支射灯、展位内地毯

50000 元 / 个

36 平米

包含场地及搭建全部费用，

标改展位面积可为 36 平米

的倍数

1000-1200 元 / 平米

36 平米起租

展台制作、布置及场地管理

费自理；搭建设计及施工方

案需经过组委会审核

钻石赞助、铂金赞助、黄金赞助等赞助形式可直接与组委会联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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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新泽假日酒店

无锡凯莱大饭店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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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推荐

房型 优惠价 与会场距离

高级双床 480 元

主会场

豪华双床 500 元

园景双床 550 元

豪华大床 500 元

园景大床 550 元

湿地大床 699 元

小套房 1580 元

房型 优惠价 与会场距离

假日·高级大床房 450 元
300m

假日·高级双床房 510 元

房型 优惠价 与会场距离

高级大床 400 元
4.3km

高级双床 400 元

预订其他酒店、自费商旅行程等服务请联系大会合作会务公司：无锡会多多会务有限公司

陈经理 15895398598，任经理 18914161130

展会旺季部分酒店可能需要您预授权担保以完成预定。

预定电话：0510-58285876/85285877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和风路 111 号

预定电话：18352568952 张经理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清舒道 77 号

预定电话：13616141268 孙经理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高浪路 202 号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组委会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观山路市民中心 5号楼 512室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Room 512, Building 5, Civic Center, Guanshan Road, Wuxi, Jiangsu, P.R 214131

李玉峰 先生 Mr.Li Yufeng

M: 187 0617 0827

T: +86 510 8182 7277

E: liyufeng@wuxicrec.org

刘　洋 先生 Mr.Liu Yang

M: 159 5151 1845

T: +86 510 8182 7276

E: liuyang@wuxicrec.org

张　婕 女士 Ms.Zhang Jie

M: 180 1493 4296

T: +86 510 8182 7277

E: zhangjie@wuxicrec.org

官方微信：solarexpo CREC 客服 中国光伏 + 储能行业通讯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