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大会议程 

（2022 年 10 月 19 日版） 

 

 

主题：聚焦双碳目标·引领绿色发展 

 

 

 

 

 

 

 

 

 

 

 

 

 

 

时间：2022年 11月 16-19日 

会议地点：无锡君来世尊酒店（无锡市太湖新城和风路 111 号） 

展览地点：太湖国际博览中心（无锡市太湖新城清舒道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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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 

无锡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市委员会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无锡市商务局 

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江阴市人民政府 

锡山区人民政府 

新吴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高端储能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新能源分会 

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中心 

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 

江苏省国际商会新能源专委会 

国家电网无锡供电公司 

无锡零碳科技产业园 

支持单位：中国能源研究会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新能源国际投资联盟 

江苏省商务厅 

江苏省国际商会 

江苏省能源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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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C2022 大会日程 

日期 时间 活动 地点 

11月 16日 

（周三） 
15:00-17:30 “2022碳中和行动”闭门会议 

尚贤湖基金 PARK 

路演中心 

11月 17日 

（周四） 

09:30-10:30 开幕式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兰花厅 

10:40-11:30 领导巡馆 
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馆 

13:30-17:30 2022新能源国际合作论坛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兰花厅 

13:30-18:00 
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 

2022全球光伏产业峰会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梅花厅 

11月 18日 

（周五） 

09:00-16:30 
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 

第九届中国分布式光伏+储能大会 

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3馆会议区 

09:00-12:00 风电产业生态圈会议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梅花厅 

13:30-16:30 氢能产业生态圈会议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兰花厅 

13:30-16:30 
动力电池产业生态圈会议 

暨企业家峰会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一楼梅花厅 

11月 19日 

（周六） 
09:00-12:00 

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 

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论坛 

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3馆会议区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月 15-16日 09:00-17:00 布展 

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馆 
11月 17-19日 09:00-17:00 展览展示 

11月 19日 17:00-24:00 撤展 

                                                         *最终日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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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碳中和行动”闭门会议——零碳引领·产融结合 

2022 年 11月 16日  无锡尚贤湖基金 PARK路演中心 

主持：孙正运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家电网一级顾问 

15:00-15:05 主持人介绍领导嘉宾 

15:05-16:00 主旨演讲 

题目：《“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嘉宾：江  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 

题目：《绿色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嘉宾：李俊峰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红杉远景碳中和基金主席 

题目：《零碳引领·产融结合》 

嘉宾： 史玉波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 

16:00-17:20 

交流发言 

主题： 

1.推进双碳目标达

成路径探讨 

2.储能、氢能等未

来能源的发展走向

与趋势 

3.绿色金融如何有

效赋能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政府领导： 

吴新雄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任志武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李创军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司长 

邱水录  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局长 

杨梦云  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党组书记、监管专员 

黄少中  中国能源研究会碳中和产业合作中心主任、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原局长 

蒋兆理  国家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 

王仲颖  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所长 

（待定）水电水利规划设计院 

戚玉松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 

尹建庆  江苏省贸促会（江苏省国际商会）会长 

专家院士： 

干  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钱  锋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沈学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姜培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主任 

石定寰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 

沈  辉  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赖晓明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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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进  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 

鲍  军  国家太阳能光伏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 

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 

赵  华  上海腾志能源共性技术研究院院长 

徐拥军  江苏现代低碳技术研究院院长 

企业家代表： 

钱智民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待定）中国中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待定）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  巍  国家能源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英平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刘  兵  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沙友平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公司副总经理 

樊爱兵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  晖  中能建国际集团副总裁、机电成套事业部总经理 

韦  青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李振国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沈浩平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杨建良  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缪文彬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磊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瞿晓铧  阿特斯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何双权  金阳新能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孙广彬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朱庆国  江苏迈能高科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晓华  华晟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查正发  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水云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育鹤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 

丁华章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副总裁 

孙  捷  远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远景碳管理业务总经理 

宋登元  一道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待定）华为数字能源有限公司 

金融代表： 

郝耀辉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评审一局局长行业一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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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待定）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分行 

孙荣涛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投资二部总经理 

蒋学众  江苏银行行长 

许  闻  宁波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 

姜培兴  华德资本董事长 

徐  林  中美绿色基金会董事长 

韩  疆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张  渊  高瓴创投副总裁 

刘乾坤  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 

邹驰骋  普华永道（中国）战略并购和交易服务合伙人 

胡焕新  宝顶创投创始合伙人 

17:20-17:30 总结发言 赵建军  无锡市委副书记、市长 

其他参会嘉宾名单： 

（待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苏公司 

季建华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无锡办事处主任 

寇楠楠  彭博新能源财经中国研究负责人 

李  昊  高瓴创投副总裁 

吕  芳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秘书长 

王淑娟  智汇光伏创始人 

郭  磊  武汉市节能协会会长 

范国远  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 

韩涤非  苏州市氢能产业创新中心院长 

孟奕华（Ewa Maqdosi） 阿斯利康无锡供应基地副总裁 

鲁文静  道达尔远景能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田  越  法电优能(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陈星宇  通威股份光伏事业部总裁 

雷  霆  中创联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  超  十一科技高级副院长、华东分院董事长 

龚学进  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黄  敏  江苏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史卫利  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葛志勇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  韬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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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玉  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大勇  联盛新能源集团董事、联盛电力总裁 

杨朝辉  无锡隆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振瑞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游  达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朱亚林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光伏公司总裁 

吕振华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公司总经理 

孙东来  上海极熵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董曙光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张  勇  爱士惟新能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总裁 

须婷婷  TÜV北德全球光伏运营中心总裁、大中华区副总裁 

孙佳杰  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诸晓明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 

刘  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绿电与低碳专家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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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CREC2022 开幕式 

2022 年 11月 17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兰花厅 

主持：（待定）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主持人 

 

09:30-10:05 

领导致辞 

杜小刚 先生 

无锡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鸿斌 先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 

任志武 先生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方  伟 先生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嘉宾致辞 

Rabia Ferroukhi 女士（视频致辞）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政策部门负责人 

干  勇 先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朱共山 先生 

全球太阳能理事会主席、亚洲光伏产业协会主席、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副理事长、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0:05-10:10 揭牌仪式 

城市新能源、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中心 

揭牌单位：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人民政府 

中化集团新能源采购中心 

揭牌单位：中化集团、蠡园经济开发区、江苏振发集团 

绿色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揭牌单位：天津大学、无锡太湖新城能源集团 

10:10-10:20 
《2022 全国十大零碳示范典型案例》发布仪式 

发布人：孙正运 先生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家电网一级顾问 

10:20-10:25 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集体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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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0:30 
“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启幕仪式 

启幕嘉宾：吴新雄、方  伟、任鸿斌、任志武、史玉波、 

        石定寰、戚玉松、尹建庆、杜小刚、赵建军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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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新能源国际合作论坛 

2022年 11月 17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兰花厅 

主持：吴文闻 先生  江苏省贸促会贸易促进部部长、江苏省国际商会秘书长 

第一单元：领导致辞 

13:30-13:35 

领导嘉宾致辞 

周文栋 先生 

无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3:35-13:40 
尹建庆 先生 

江苏省贸促会（国际商会）会长 

13:40-13:45 
Juan Jose Zaballa（胡安何塞·萨巴亚） 先生 

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第二单元：揭牌及签约仪式 

13:45-13:55 揭牌仪式 

无锡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政策咨询服务中心 

无锡新能源产业“走出去”服务联盟 

无锡新能源产品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 

13:55-14:05 新能源国际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第三单元：主旨演讲——“走出去”经验分享 

14:05-14:20 
“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国际

合作形势 

叶  晖 先生 

中能建国际集团副总裁、机电成套事业部总经理、 

新能源国际投资联盟秘书长 

14:20-14:35 
亚洲新能源市场投融资策略及

案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14:35-14:50 海外新能源项目风险管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14:50-15:05 泰国 5MW分布式项目并网介绍 
黄伟达 先生 

南国红豆控股江苏红日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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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15:20 
新能源出口产品碳足迹核算及

认证 

孙  捷 先生 

远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远景碳管理业务总经理 

15:20-15:35 菲律宾光储市场情况介绍 
王  勇 先生 

无锡隆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菲律宾公司总经理 

第四单元：主旨演讲——海外新能源市场及合作机遇 

15:35-15:50 
碳中和背景下全球光伏产业的挑

战与机遇 

许海亮 先生 

TÜV 南德大中华区智慧能源副总裁 

15:50-16:05 欧洲光伏市场展望 
葛  珉 先生 

欧洲光伏协会中国代表 

16:05-16:20 东南亚及泰国光伏市场分析 
Phuwadon Suntornwipart 先生（视频演讲） 

泰国光伏行业协会会长 

16:20-16:35 拉美新能源市场现状及前景 
胡  丹 女士 

IHS Markit高级分析师 

16:35-16:50 德国氢能战略和发展现状 
胡其颖 女士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江苏低碳发展项目主任 

16:50-17:05 土耳其光伏市场现状及前景 
Simay Akar 女士 

土耳其 Innoses首席文化官、联合创始人 

第五单元：西班牙新能源市场及投资机遇 

主持人：（待定） 

 

 
17:05-17:20 

西班牙新能源市场概况及投资 

环境 

Juan Jose Zaballa（胡安何塞·萨巴亚） 先生 

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17:20-17:30 
光伏和风电设备材料回收利用 

投资扶持政策 

Marta Sebastian de Erice 女士（视频演讲） 

生态转型和人口挑战部环境质量和评估司支援处处

长 

17:30-17:45 西班牙光伏行业投资案例分享 

束云华 先生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TrinaTracker 

战略市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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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2022 全球光伏产业峰会 

2022 年 11月 17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梅花厅 

第一单元：主旨演讲——政策、技术、市场最新趋势 

主持：朱 刚 先生  江苏省国际商会新能源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无锡新能源商会秘书长 

13:30-13:40 领导嘉宾致辞 

黄  政 先生 

江苏省贸促会（国际商会）副会长 

吴爱琴 女士 

江苏省能源局副局长 

石定寰 先生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 

第二单元：报告发布 

13:40-13:55 《2022 中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白皮书》发布仪式 

第三单元：项目签约 

13:55-14:00 光伏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第四单元：主题演讲 

14:00-14:15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变革 
王仲颖 先生 

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研究所所长 

14:15-14:30 
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与绿色金

融 

寇楠楠 先生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F）中国研究负责人 

14:30-14:45 待定 华为数字能源有限公司 

 第五单元：高端对话（一）——如何构建风光储充氢一体化双碳应用 

主持：王  进 先生  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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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30 

对话主题： 

1. 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综合

利用 

2. 国际新能源市场前景展望 

3. 光伏+储能融合发展路径 

卢先率 先生 

江苏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 

蒋承志 先生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首席执行官、远东智

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为数字能源有限公司 

诸晓明 先生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 

查正发 先生 

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水云 女士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鲁文静 女士 

道达尔远景能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佘海峰 先生 

西安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顾亦磊 先生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于振瑞 先生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  越 先生 

法电优能(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田大勇 先生 

联盛新能源集团董事、联盛电力总裁 

吕振华 先生 

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公司总经理 

第六单元：高端对话（二）——如何打造安全可靠低成本供应链 

主持：李俊峰 先生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红杉远景碳中和基金主席 

15:30-16:30 
对话主题： 

1. 垂直一体化发展利弊 

沈  辉 先生 

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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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伏供应链安全性 

3. 产业未来投融资方向 

孙荣涛 先生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投资二部总经理 

 王一鸣 先生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  毅 先生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浩平 先生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孙广彬 先生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董曙光 先生 

苏州腾晖光伏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雷  霆 先生 

中创联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晓华 先生 

华晟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卫利 先生 

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育鹤 先生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 

宋登元 先生 

一道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第七单元：高端对话（三）——600W+引领光伏产业发展创新生态 

主持：吕  芳 女士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秘书长 

16:30-17:30 

对话主题： 

1. 600W+光伏新产品与新技术 

2. 光伏投资项目新合作模式 

3. 600W+光伏开放创新生态 

张  森 先生 

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太阳能分会秘书长 

黄  敏 先生 

江苏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  岩 先生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杨  昊 先生 

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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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豹 先生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孙岳懋 先生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陆  川 先生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张  勇 先生 

爱士惟新能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总裁 

 印荣方 先生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史  闯 先生 

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光伏渠道部总经理 

须婷婷 女士 

TUV北德全球光伏运营中心总裁、大中华区副总裁 

17:30-18:00 CREC2022 中国十大光伏品牌颁奖仪式 

*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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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风电产业生态圈会议 

2022 年 11月 18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梅花厅 

主持：待定 

第一单元：领导嘉宾致辞 

09:00-09:15 领导嘉宾致辞 

江阴市人民政府领导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领导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 

第二单元：产业推介 

09:15-09:20 临港开发区风电产业推介 （待定） 

第三单元：需求发布与项目签约 

09:20-09:25 风电产业项目合作需求发布 主持人 

09:25-09:30 风电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精成数控、德力佳传动 

待定 

第四单元：政策解读和主旨演讲 

09:30-09:55 主题待定 
秦海岩 先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09:55-10:20 主题待定 
时璟丽 女士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 

10:20-10:45 风电滑动轴承的替代技术研究 
王  文 先生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 

10:45-11:10 主题待定 远景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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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35 主题待定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1:35-12:00 主题待定 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 

*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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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氢能产业生态圈会议 

2022 年 11月 18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兰花厅 

主持：杨  乐 先生  无锡氢能产业联盟秘书长、中设国联无锡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一单元：领导嘉宾致辞 

13:30-13:45 领导嘉宾致辞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政府领导 

潘彬宾 先生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 

钟文俊 先生 

无锡氢能产业联盟理事长、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秘 

荷兰驻广州领事馆代表 

第二单元：项目签约 

13:45-13:50 氢能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第三单元：生态圈企业技术和产品发布 

13:50-14:10 
全球氢能发展概况及中国氢能

发展展望 

韩涤非 先生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 

14:10-14:30 
燃料电池系统膜电极关键技术

及最新进展 

李  刚 先生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4:30-14:50 
燃料电池系统氢气循环系统关

键技术及进展 

肖浩栋 先生 

博世中国氢燃料电池中心总工程师 

14:50-15:10 
燃料电池系统空压机关键技术

及最新进展 

刘  全 先生 

江苏毅合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10-15:30 燃料电池装备国产化最新成果 
邵  孟 先生 

江苏氢导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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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荷兰-中国氢能产业对接交流 

15:30-15:45 荷兰及欧洲氢能发展概况 
刘  洋 先生 

荷兰氢能联盟中国首席代表 

15:45-16:00 氢燃料电池系统项目寻求合作 HyMove 公司 

16:00-16:15 
氢气净化器和压缩机项目寻求

合作 
HyET 公司 

16:15-16:30 氢燃料电池堆栈项目寻求合作 Nedstack 公司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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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动力电池产业生态圈会议暨企业家峰会 

2022 年 11月 18日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一楼梅花厅 

主持：（待定） 

第一单元：领导嘉宾致辞 

13:30-13:40 领导嘉宾致辞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政府领导 

待定 

第二单元：产业推介 

13:40-13:55 锡山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无锡市锡山区相关部门 

第三单元：授牌仪式 

13:55-14:00 
全国电池产业集群示范区授牌仪式 

授牌单位：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 

第四单元：需求发布与项目签约 

14:00-14:05 动力电池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第五单元：新技术与新产品发布 

14:05-14:35 主题待定 知名专家 

14:35-14:55 主题待定 
杨红新 先生 

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CEO 

 
14:55-15:15 主题待定 

童来明 先生 

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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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35 主题待定 
白厚善 先生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35-15:55 主题待定 

吴  辉 先生 

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中国电池产业研究

院院长 

15:55-16:15 主题待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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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第九届中国分布式光伏+储能大会 

2022年 11月 18日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3馆会议区 

主持：范国远 先生  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 

09:10-09:15 嘉宾致辞 
王勃华 先生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荣誉理事长 

09:15-09:30 
《2022中国分布式光伏发展白

皮书》首发解析 

王淑娟 女士 

智汇光伏创始人 

09:30-09:45 
隆基向日葵户用光伏解决方案

介绍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45-10:00 
分布式光伏电站如何实现可融

资性和可交易性 
道达尔远景能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0-10:15 
正泰新能源分布式光伏解决方

案介绍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15-10:30 （待定） 华为数字能源有限公司 

10:30-10:45 
分布式光伏多样化应用场景的

逆变器选型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10:45-11:00 
工商业分布式行业产业化途径

探索 

田大勇 先生 

联盛新能源集团董事、联盛电力总裁 

11:00-11:15 （待定） 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代表 

11:15-11:30 （待定） 爱士惟新能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11:30-11:45 （待定） 太湖新城能源集团（待定） 

11:45-12:00 （待定） 美克生能源 

12:00-13:30 午餐&交流 

13:30-13:50 一道新能整县推广方案 
黄卫红 女士 

一道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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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5 （待定）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14:05-14:20 （待定）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4:20-14:35 多场景分布式光伏解决方案 
宗军智 先生 

隆基绿能中国政企地区部产品解决方案部技术总监 

14:35-14:50 
光伏组件类大件产品现代智慧

物流解决方案 

李  俊 先生 

无锡新能源商会现代智慧供应链管理中心主任、 

远孚物流集团总裁 

14:50-15:05 （待定） TÜV Nord（北德） 

15:05-15:20 （待定）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对话：分布式光伏+储能的政策、技术和市场 

主持：王淑娟 女士  智汇光伏创始人 

15:20-16:20 

对话主题： 

1.分布式光伏储能配置策略 

2.项目经验、主要问题 

3.未来市场前景与走向 

张晓斌  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马献立  河北省光伏新能源商会秘书长 

范国远  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 

姚  峰  河南省产业发展研究会新能源专委会 

秘书长 

杨宇辉  无锡隆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意康  山东绿城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益  江苏顶晶融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  立  广东威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晓乐  河北赛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 

16:20-16:50 2022 中国分布式光伏百强服务商颁奖仪式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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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生态圈会议：2022 中国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论坛 

2022年 11月 19日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B3馆会议区 

主持：夏爱民 先生  中国 BIPV联盟秘书长 

09:00-09:05 领导嘉宾致辞 
李先光 先生 

无锡市住房与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09:05-09:20 
发绿色展趋势、政策导向以及主

要问题 

丁洪涛 先生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建筑

节能与低碳发展处处长 

09:20-09:35 待定 
徐  宁 先生 

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 

09:35-09:50 BIPV系统的安全设计 

徐湘华 先生 

上海电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四川协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09:50-10:05 
隆基 BIPV产品&系统综合能源

利用分析 

张  松 先生 

隆基绿能产品管理中心 BIPV 研发总监 

10:05-10:20 智慧 BIPV的探索和典型实践 
梅晓东 先生（待定）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电站事业部研发总监 

10:20-10:35 全生命周期光伏屋顶解决方案 
李忠人 先生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10:35-10:50 
大面积制备、高效率和高稳定

性的钙钛矿太阳能组件“极创”

整体解决方案 

于振瑞 先生 

无锡极电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10:50-11:05 待定 江苏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5-11:20 光伏发电一体化发光幕墙 
张翼飞 先生 

保定嘉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1:20-11:35 待定 
程  强  先生 

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BIPV技术负责人 

11:35-11:50 智顶系列的解决方案 
周石俊 先生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50-12:05 BIPV助力建筑“碳中和” 
包  钢 先生 

龙焱能源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十四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25 
www.crecexpo.com 

12:05-12:20 2022 中国十大 BIPV 品牌颁奖仪式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