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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2015）
邀 请 函

尊敬的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新常态” 意味着经济结

构转型、增长速度放缓是客观现实，而在这个客观现实的背景下， 使经济运行平稳保持在

“中高速”，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是“硬任务”， 因为这是“中国梦”这个百年大计

的基础。在这新常态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能 源企业面对国家使命与目前产业发展现状，对即

将到来的“十三五”将如何应对 经济下行带来的各种挑战？

为此，中国能源报社将于12月17日在北京天泰宾馆举办“第四届中国能源 经济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能源发展”，主要围绕“一带一 路、互联网+、国际产能

合作”等的新常态下，各能源企业在“十三五”发展期 间将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度剖析

探讨。

本届论坛将采取主旨报告及高端对话相结合模式，进行全面解读、全方位探 讨，意在体

现立体效益。

精彩看点： 四个主旨报告、七个对话环节——新常态下“十三五”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

究竟与会专家、企业高管们怎么看？

中国能源集团500强发布——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业绩大幅度增幅的 前10家能源

集团都有谁？

第三届中国能源装备优秀奖项揭晓——自主创新强大、提质增效远行，优秀 人物、优秀

企业、优秀产品奖谁拿走了？

鉴于贵单位在我国能源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及您对能源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组委会特来

函诚邀您拨冗出席本届大会并请献计献策，共同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 贡献力量。

谨此奉邀！

《中国能源报》社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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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2015）

主 题：新常态下“十三五”中国能源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能源报

社 中国能源经济研

究院

中国能源网

市场网

中国 北京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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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近年来，国企改革画卷徐徐展开，经济放缓，产能过剩、产销

衔接不畅的问题日益突出；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日益强化；节能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压力越

来越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实现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我国能源经济发展还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逐步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

长动力更为多元，实际增量依然可观，“新常态”将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

展。 在国务院2014年11月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及2015年5 月19

日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不管从能源安全、能源清洁利用、能源体制改革、实施制 造强国

战略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能源发展的路径，并提出一系列约束性指 标。这是

“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联结起来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向能源产业发展提 出的使命。

这使命，会给未来能源供需结构带来什么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一带一路”， 能源消耗与

环境污染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等战略，都将推动我国能源产业的大发展。

10月29日落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产业体系；建立健全用能权初始分配制度；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等发展方

向，其实是给我国能源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提出的规划和使命，也是给能源企业明确了

责任和指明了发展契机。并且，本次全会还再次强调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等指示精神。

在这新常态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能源企业面对国家使命与目前产业现状，对即将到来

的“十三五”又将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各种挑战？又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我国全面深

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困难和机遇？又究竟该怎样实施才大有作为呢？启听第四届中

国能源经济论坛与会专家们的真知灼见！

二、主办单位：中国能源报社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 中国能源网 市场网

三、时间：2015年12月17日（周四）

四、地点：北京天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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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往届回顾
第一届 （2011年1月8日）

第一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以“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战略与展望”为主题，全方位的

探讨了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建设问题，尤其是解读了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内涵，剖析了新能

源在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中的地位，阐述了能源企业在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机遇与

挑战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人民日报副社长何崇元等人

民日报社各部门、各子报刊主要负责人，还有国家能源局各司局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等部委主要领导。此外，还有国家电网、中石化、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锐风电、新奥集团等能源企业代表，以及西南

航空港经济开发区、邢台经济开发区、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新能源产业园区

代表共30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第二届（2012年6月8日）

第二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以“动态竞争环境中的品牌战略”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中

国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陈佳贵，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米博华，国务院参事、原国家发改委能

源局局长徐锭明，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曾亚川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国家电网公司、神华集团、俄罗斯联邦杜马能源委员会、美国通用电气集团、法国

道达尔集团、德国西门子集团、韩国SK集团等能源企业，及中国产业园区有关代表参加了会

议。共同探讨了动态竞争环境中的能源企业品牌战略问题。塑造能源企业品牌价值，提升能

源企业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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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2014年7月28日）

第三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以“能源市场化改革与产业转型发展”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

“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难点”、“大气污染防治倒逼能源结构调整”、“能源改革背景下

的装备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石油天然气产业国际合作战略”等能源领域热点话题展开讨

论。出席本届论坛的嘉宾有中机联会长王瑞祥、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

丰、工信部装备司副司长李东、中国产业海外协会秘书长胡卫平、中国国际问题战略中心专家

王海运、国务院发展中心市场所副所长邓郁松、发改委国合中心能源所所长王进、中海油首席

研究员陈卫东等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另外，还有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华电、中石化、中海

油、中国神华等企业的领导嘉宾。

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尽管与

二、三十年前的计划经济，甚至与十年前比较，能源市场化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能源领域存

在不少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做法，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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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模式

采用主旨报告及高端对话相结合，以点带面，意在体现立体效益。

七、主旨报告：

1.解读能源产业“十三五”规划与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关系

2.清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3.智能制造与能源装备升级发展

4.核电商业模式与经济性

八、高端对话：（结构为三个专家、2个企业高管）

主要围绕“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产能合作”新常态背景下，各能源企业在“十三五”

发展将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探讨。

1.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

2.国际产能合作与风险防范

3.能源转型与油气发展生态

4.能源装备与转型路径

5.煤炭脱困与战略调整

6.核电发展与自主品牌建设

7.节能减排与能源结构调整

九、中国能源集团500强发布

“中国能源集团500强”是国家能源局软科学课题项目，由中国能源报社与中国能源经济 研

究院共同组织实施，研究对象包括在中国境内（含香港）注册的企业（不含外资独资企业）

和在境外注册、投资主体为中国自然人或法人、主要业务在中国境内的能源企业。项目采用国

际通行评价方式，以能源集团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为主要评价标准。旨在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

厘清我国能源产业格局和确定能源集团的市场地位。“中国能源集团500强”评价已连续进行 了

6年，评价结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年将选出一批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增长的企业进行 表

彰。

您所在的企业位列第几？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增长了吗？敬请关注第四届中国能

源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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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三届中国能源装备优秀人物/企业/产品揭晓 我国能源装备产业实力不断增强，

国产化率由低变高，是经过无数能源装备人顽强拼搏、开拓 进取所获得的成就。中国能源报社

于2013年发起了“中国能源装备优秀人物”评选活动，并 于2013年8月29日、2014年7月28日

两届揭晓了43位优秀人物、33家优秀企业。在前两 届的基础上，中国能源报社于2015年10月

再次启动第三届评选，本届评选将以“自主创新、 提质增效”为主题，将从行业中遴选出一批

在新常态背景下突显的优秀人物、企业及优秀国产 化产品。目的在于树立典范、鼓舞士气，进

一步推动我国能源装备向装备强国迈进。

您优秀吗？您所在的优秀企业吗？您设计制造的产品优秀吗？敬请关注第四届中国能源

经济论坛。

十一、拟邀嘉宾

姓名 单位及职务

倪维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叶奇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核集团专家委副主任

周孝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力专家

石定寰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陆燕荪 《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能源装备课题组组长、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

周大地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李寿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牟广丰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

韩文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

范 必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

隋永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原总工程师

胡卫平 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原副司长

王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徐玉明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曹晓曦 中国石化经济研究院战略所所长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能源安全问题专家

王 进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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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所副所长

王海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陈卫东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

岳福斌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

白建华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兼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

曾铭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许勤华 人大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

红炜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光伏研究员

......等20个企业高管。

十三、会议议程（拟）

时 间 16日下午

14：00－18：00 报到

18：30－20：00 晚餐

17日 上午 （主持人 解树江）

08：30－08：40 领导致辞

08：40－09：00 主旨报告一：解读能源产业“十三五”规划与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关系

演讲人：周大地

09：00－9：35

对话一：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型

1.“一带一路、互联网+、网络强国”战略为装备产业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的

技术装备能否支撑当前能源热点领域的预期发展？

2.在“工业4.0、智能制造”战略，装备制造业面临现状又如何实现制造强国

的目标？

3.当前市场“需求不足、低价竞争、回款困难”的现状，企业又将该怎么应对

才能走出困局？

9：35－10：00 中国能源集团500强发布及表彰

10：00－10：20 主旨报告二：清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演讲人：范必

10：20－10：3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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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1：05

对话二：国际产能合作与风险防范

1.国际重大电力项目合作还应谨慎处理那些方面事宜？

2.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如何合作才体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国际产能合作如何把控走出去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政府和企业如何定

位？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又将采取哪些办法来落实金融支持？

4.如何才能做到优势产能合作？

11：05－11：25 中国能源装备终身成就、年度领军人物揭晓

11：25－11：55

对话三：能源转型与油气发展生态

1.“十三五”天然气发展目标预测？基于对国际油价未来走势的预测，产业链

未来发展该如何应对？

2.如何看天然气发电在能源替代领域的发展前景？煤改气如何推进？如何看待

未来交通领域、清洁能源替代对传统燃油车的冲击？

3.随着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投入运行，目前国内新涌现一批致力于建设

天然气贸易平台的民间机构，如何看待这种发展趋势？如何刺激天然气的下游

市场需求？

4.对于我国目前正欲尝试的ＣＣＳ－ＥＯＲ（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封存）有

何发展建议？ＣＣＵＳ（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如何推进即经济可行，

又可规模化？技术难点在哪里？如何降低二氧化碳的捕集成本？

12：00—13：00 午餐

17日下午 （主持人 韩文科）

14：00－14：20 主旨报告三：智能制造与能源装备升级发展

演讲人：待定

14：20－14：50

对话四：能源装备与转型路径

1.“一带一路、互联网+、制造强国”战略为装备产业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

的技术装备能否支撑当前能源热点领域的预期发展？

2.在“工业4.0、智能制造”战略背景下，装备制造业面临现状又如何实现制

造强国的目标？

3.当前市场“需求不足、低价竞争、回款困难”的现状，企业又将该怎么应

对才能走出困局？

14：50－15：20

对话五：煤炭脱困与战略调整

1.“十三五”煤炭产量目标是否需要重新设置？如何化解过剩煤炭产能？中

央、地方政府及煤炭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的问题上各自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一带一路、互联网+”给煤企带来了哪些新机遇？

3.新常态下现代煤化工发展如何控制“逢煤必化”和“产品同质化”问题？

如何突破“三废”排放关键技术？

15：20－15：50 中国能源装备杰出贡献、十大智能制造、十大产能合作企业揭晓

15：50－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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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20 主旨报告四：核电商业模式与经济性

演讲人：岳林康

16：25－16：55

对话六：核电发展与自主品牌建设

1.目前国内水电、核电面临开工不足现象（特别是核电）政府部门应采取什

么措施，保持在“十三五”期间有一定的开工规模？

2.十三五期间核电发展面对社会各界的舆论该怎么处理？内陆发展技术路线

方面如何有效推进？

3.在电改、市场化环境下核电发展前景和模式如何创新？

16：55－17：25

对话七：节能减排与能源结构调整

1.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如何妥善处理好碳排放、能源、大气污染防治之间的

关 系？主管部门与行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对煤电进行合理调控和准确定位？实现“近零排

放”后该上什么机组？大容量还是具备调峰能力的燃煤发电机组来支撑风电、

光伏的多发多满？

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治理雾霾，2017年能否“霾开雾散”？如何解

决实施PPP模式+第三方治理中体现的“投入不足、效率不高、政策和责任”

问题？

17：25－17：55 中国能源装备十大卓越性能产品、十大年度优秀自主创新产品揭晓

17：55－18：00 主持人会议总结

18:30－20:00 交流晚餐

十四、支持媒体
电 视：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

平 面：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国能源报、经济日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中

国石油报、中国石化报、中国电力报、中国煤炭报等20余家。

网 络：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中国能源网、中国能源装备网、中国分布式能源网、

石油天然气工业网、电力工业网、市场网等20余家。

微 信：中国能源报微信、电力观察、煤情速递、华夏能源网、能源一号等10余家。

十五、会议统筹协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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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2015）参会回执表

参会企业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住宿日期

经办人姓名 电话

会费标准

会议费：2800 元/位。享有权益：1）会议资料一套：第二部《中国
能装备年鉴》及其他相关会议资料（价值 1500 元）；2）会期三餐
（16 日、17 日晚餐；17 日中餐）

参与对话 对话环节及话题：

多媒体展示

□ 易拉宝 5000 元 请提交成品。
□ 宣传片 8000 元片，时长为 5分钟，现场流循环播放。
□ 优秀成就专题报道： □整版 6万元 □ 1/2 版 3.2 万元
□1/3 版 2.2 万元 □ 1/4 版 1.8 万元 □1/8 版 1.0 万元

备注：刊出日期与会期报道同步或一周内，报道内容均在人民网及中国
能源网体现，此价格是中国能源报刊例价的 3折，仅此一次。

支持单位 □10 万元，享有价值 30万的宣传回报，具体事宜请与组委会协商落实。
协办单位（独家） □30 万元，享有价值 80万的宣传回报，具体事宜请与组委会协商落实。

住宿费标准

酒店为五星级标准，有标间、行政间两种房型，组委会根据参会代表需
求统一预定，以下费用标准为会务组的协议价：
□ 标双（含双早）：423 元/人/晚 □ 标单（含单早）：748 元/晚
□ 行政套房（含单早)：1682 元/晚
备注：早餐为 68元/位，另房间数量有限，为便于妥善安排，请提前一
周与组委会确定。

我单位参会总人数为 人，参会费计 元，
总计费用为 元，发票抬头

，用途 。
单位公章：

2015 年 月 日

收款单位：
户 名：《中国能源报》社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北京金台路支行

账 号：0200 0202 0920 0012 796

备注：此表可复印，请将参会回执认真填写后传真或邮件传回论坛组委会存档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