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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恰逢转变发展方式

和提高发展质量机遇期

正在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在全国率先启动“工业绿动力”计划，深度开发利

用绿色和可持续的能源

全面推广智慧能源基础设施，鼓励建设基于互联网

的智慧能源运行云平台

创
新
亮
点

DEC2020 将广泛邀请 20+ 国内外知名能源研究机构、60+

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170+ 分布式能源投资运营

和总包企业，参与总人数 100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山东省政府、地市政府、行业智库

40+ 代表出席，IEA、IRENA、IGU 等国际组织合作出席论坛；

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企业投资协会等 8 

大行业组织支持。

新华社、人民日报、腾讯、凤凰网、中国能源报、中国电力报、

能源杂志、界面新闻、山东卫视、地方媒体等 30 余家权威媒

体全方位报道。

汇聚综合能源公司、电力公司、燃气企业、太阳能企业、风电企业、

生物质能企业、地热企业、储能企业、暖通企业、空调企业、

设备商、园区和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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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山东



DEC2020
第十六届中国分布式能源国际论坛

中国分布式能源国际论坛是致力于探索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趋势的研

究和交流的平台。大会通过组织专项研究和会议会展活动，探讨分布

式能源在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促进能源行业协调、高效和可持续

发展，推动建立智能化与开放共享的现代能源生态体系。

为梳理行业发展现状，加强行业内部交流，促进我国分布式能源行业

健康发展，第十六届中国分布式能源国际论坛（DEC 2020）将于

2020 年 9 月 17-19 日在山东举办。就当前分布式能源行业遇到的

核心问题进行集中探讨，邀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权威专家学者、行

业协会、国内外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权威媒体等 600 余人参加，

围绕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话题讨论和交流。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上届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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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规模

600人

100人

30人

40人

50人

200人100人

80人

媒体&其他机构
新华社、人民日报、腾讯、凤凰网、中国能源报、

中国电力报、能源杂志、界面新闻、地方媒体等。

高校
高校科研工作者、青年

学者、大学生创新项目

代表等。

金融机构
银行、融资租赁、信托、

投资基金等。

系统集成商
ICT、IT 企业、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行业解决方案企业等

能源企业
电力企业、燃气企业、光伏太阳能企业、风电企业、

生物质能源企业、地热能企业、储能企业、暖通、

空调企业、设备制造商

国际机构及企业
国际能源署（IEA）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国际燃气联盟（IGU）

国际能源企业

装备制造商

案例机构+协会 +权威专家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山东

省政府、地市政府、行业智库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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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69

288 306
331

387

321
365

391
411

433 440
487

600

2005-2019 年参会代表人数统计



政府
机构

协会
组织

石定寰   国务院原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周大地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韩晓平   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姚永明   中国企业投资协会秘书长

胡卫平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

李先瑞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迟国敬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助理

许文发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区域能源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郑克棪   国际地热协会理事、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委会原主任

杨　雷   国际能源署（IEA）署长高级顾问

Laszlo Varro     国际能源署 (IEA) 首席经济学家

Simon Mueller  国际能源署 (IEA) 能源系统处处长

史玉波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徐锭明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国务院参事

张玉清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

丁志敏   国家能源局法制与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

李英华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

王　晶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石油天然气处处长

李景明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专家

李宁波   中国地质调查局浅层地温能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

往届嘉宾



企业
发言人

研究
机构

周孝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IEEE 院士、中国电力科学院名誉院长

曹耀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中心指导委员会主任

汪集旸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地热能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何建坤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白荣春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戴彦德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

高世宪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潘一玲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蒋莉萍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朱　彤   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

纪振双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副主任

陶　冶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

Frank Eulitz  西门子气电集团创新技术副总裁

余红光   IBM 大中华区能源与公共事业总经理

邓建玲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李建标   华电分布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创英   国家能源集团火电产业运营管理中心主任

秦　华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公司董事长

郭　磊   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段洁仪   北京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江华   北京恩耐特分布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斌   北京燃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彬   汉能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

邵国军   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牛曙斌   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朱　磊   新奥能源控股集团副总裁

武　刚   港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东部区域总经理

李鹏远   中交城乡能源公司综合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綦安训   山东奥德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刘振宇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兴元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　金   西门子（中国）能源管理集团分布式光伏业务负责人

胡继泽   索拉透平国际公司亚太区市场开发经理

王锡山   华为智能光伏解决方案副总工程师

赵　冉   荏原冷热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2020智慧能源展览会
2020 智慧能源展览会作为“第十六届中国分布式能源

国际论坛”的分布式能源主题展，重点展示涉及分布式

能源行业的技术及设备、智慧能源系统、成熟分布式能

源项目案例等。本届展会将云集 100 家国内外智慧能源

领军企业参展，吸引约 2000 人次专业观众。活动以推

动分布式能源建设为目的，宣传产业政策；以搭建政策

研讨、学术交流、产品展示、项目合作、投融资对接平

台为手段，促进政府、企业、科研以及金融界之间的对

接，形成产品、技术、市场、投融资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为行业发展提供全景式的服务平台。

优秀参展商



分布式能源技术及设备：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区域能源系统、余热发电系统、LNG 冷能发电、太阳能光

伏分布式发电系统、生物质发电系统、垃圾发电、风能分布式发电 ; 

天然气发电装备与配套产品：

燃气轮机、燃气内燃机、蒸汽轮机、小型燃气轮机、微燃机、斯特林发动机、柴油发电机组、

沼气发电机组、燃气轮机过滤系统、燃汽轮机冷却系统等 ; 

余热利用技术及设备：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多联式空调机组、余热吸收式冷热机组、透平膨胀机、空间加

热系统、空调余热回收、燃气机热泵余热回收、低温余热回收等 ; 

分布式储能技术及设备：

物理储能 ( 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蓄热储能、蓄冷储能 )、超导电磁储能、电化学

储能 (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铅酸蓄电池、钠硫电钠硫电池、液流钒电池 ) ；

多能互补、微网和数据平台：

风光气水火储多能互补系统、产业园区一体化集成供能系统、离网与并网控制系统等 ;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数据分析服务 ; 

分布式能源智能控制与群控优化技术：

分布式能源并网接入技术和设备、高低压配电设备、智能开关设备、电力监控装置、

微电网技术、科研单位、工程设计、建设、节能改造和合同能源管理等 ; 

能源金融与产业服务：

金融产品、能源相关融资平台、产业基金、产业园区招商服务等。

展品范围



了解更多论坛及展会信息，敬请联络：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3701080469

电话：010-51915030-201

历届分布式能源投资运营及总包方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公司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分布式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城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装备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齐耀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茂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杰瑞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华为智能光伏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清安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盛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燃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港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奥德集团有限公司
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燃气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泰能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琦泉能源集团
青岛微电网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金佰瑞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卡特彼勒能源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 ( 中国 ) 有限公司
瓦锡兰中国有限公司
曼恩机械有限公司
利星行能源 ( 昆山 ) 有限公司
广州市深发机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荏原冷热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名单持续更新中）

邮箱：conference@china5e.com

官网：https://dec.china5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