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与合作论坛
The 11th AsiaSolar Photovoltaic Innovation & Cooperation Forum

2016 年 8 月 25-26 日

第十一届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技术产品展览会
The 11th AsiaSolar Photovoltaic Innovative Technology & Product Exhibition

2016 年 8 月 25-27 日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光复西路 2739 号）

100 位嘉宾

500 位参会

10000 平米展览

会议报到
24 日 08:00-17:00 会展中心一楼接待处
25 日 07:30-17:00 会展中心三楼接待处

主办单位

执行单位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上海艾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艾灵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特别合作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CCTV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新华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中国能源报

亚洲开发银行

中国电力报

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

国际能源网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新能源分会

能见 APP

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

光伏云 APP

第一天上午

主题论坛

302 多功能厅

201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08:45-12:00
孙广彬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主持人

王贵清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致欢迎词并讲话

王勃华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

中国光伏行业形势分析

王斯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光伏发展的障碍分析

翟永平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技术总顾问

亚洲发展中国家光伏市场潜力与挑战

王英歌

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助理

光伏发电的发展趋势

李

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会长

茶歇 10 分钟
原

曹仁贤

招商新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

沈文忠

主题演讲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路径
晶硅电池产业化前沿

午餐（会展中心二楼侧厅，凭午餐券用餐）
第一天下午

主题论坛

302 多功能厅

201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13:30-15:00
张

森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光伏产品分会副秘书长

主持人

郑加镇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集差异化竞争优势 成平价上网梦想

邢国强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技术副总裁

主题演讲

施正荣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

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第一天下午

高端对话

构建一个绿色可持续的享乐型的未来
302 多功能厅

201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15:00-18:00
对话一

政策、市场及行业创新发展

主持人

王

对话嘉宾

翟永平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技术总顾问

进 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能源研究所所长

王贵清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韩庆浩 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加镇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王英歌 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助理
孙荣华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总裁
崔雅萍 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茶歇 10 分钟
主持人

对话二
光伏、储能及微网创新技术
沈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

刘济东 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为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夏文进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林金锡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伟増 特变电工新能源研究院院长
孙海涛 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丁列平 上海泰熹新能源科技股份董事长
王一鸣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话三

主持人

王

对话嘉宾

李 宏
赵振元
仇展炜
刘文平
郭

光伏电站建设投融资、运维及提效创新模式

进 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能源研究所所长
招商新能源集团首席财务官兼中国境内事务委员会主席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玮 中国电建贵州工程公司总经理

滕宏川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市场副总监
孙

捷 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伏业务总经理

赵华鸿 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须婷婷 TÜV 北德集团亚太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 | 戎得（上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第一天晚上 颁奖晚宴（与央视合作） 301 明珠厅
201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18:00-21:00
2016AsiaSolar 亚洲光伏行业创新人物及亚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
（凭晚宴券入场）
央视著名主播主持 │ 央视一套现场报道 │ 精彩文艺表演+现场抽奖
第二天上午

分论坛一

305A 会议室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08:45-12:00
“一带一路”亚洲及北美光伏企业市场对接专场分会
主持人

演讲人

翟永平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技术总顾问

张世国

中国

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Mr. Alejandro

墨西哥

墨西哥驻沪总领事馆商务处贸易专员

Mr. Phillip

菲律宾

电力市场公司规划部经理

Mr. Fazlur

印尼

能源矿产部可再生能源工作组政策分析师

Mr. Hakim

印尼

能源矿产资源部 35 吉瓦工程专案组负责人

王富成

中国

金盘电气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第二天上午 分论坛二 305B 会议室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08:45-12:00
高效电池组件、电站设计创新助力光伏发电
主持人：青岛瑞元鼎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牛海燕

题目 1：技术创新促进光伏优质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
演讲人：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组件产品技术中心 总工程师 徐建美
题目 2：双玻组件的优势及其应用
演讲人：青岛瑞元鼎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战略部产品推广部长

黄健洋

题目 3：尚德高效晶体硅太阳电池和组件技术进展
演讲人：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高级主任工程师

陈如龙

题目 4：大型地面电站的建设与运维管理
演讲人：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分院常务副院长光伏电力事业部总经理 何光阳
题目 5：制造设备及高效组件的技术创新
演讲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郑加镇

题目 6：日托光伏高效高可靠性组件介绍
演讲人：南京日托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主管 吴仕梁
题目 7：功率预测助力光伏安全并网营运
演讲人：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测产品线总监 娄勇刚
题目８：关于 N 型太阳能高转换率设备
演讲人：韩国 P&TECH 海外销售

金慜栽

题目 9：高性能背板和可靠性研究
演讲人：苏州尚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蔡书义
午餐（会展中心二楼侧厅，凭午餐券就餐）
第二天下午 分论坛三 305A 会议室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13:30-18:00
逆变器、储能、追踪器、支架等创新技术
主持人：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彭程
题目 1：智慧型太阳能跟踪系统技术浅析
演讲人：黄山睿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孙海涛

题目 2：智慧光伏电站监控管理解决方案
演讲人：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产品总监

唐永明

题目 3：1500V 光伏解决方案
演讲人：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张磊

题目４：光伏支架制造全面质量管理
演讲人：天津仁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总监

汤保熊

题目 5：基于全寿命周期光伏电站的金细化设计
演讲人：西安特变电工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土建结构总工

舒昌志

题目６：智能跟踪 增值光伏电站
演讲人：广东保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克耀

题目７：新时代的智能跟踪支架系统——市场的召唤
演讲人：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彭程

题目８：逆变器技术进步助力未来智慧能源变革
演讲人：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德威太阳能学院院长 王五雷

题目 9：光伏跟踪系统耐候性及可靠性分析
演讲人：杭州帷盛科技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王敏杰

题目 10：光伏大棚新概念
演讲人：河北诺维光伏设备有限公司 首席营销官 李忠燃
第二天下午 分论坛四 305B 会议室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13:30-18:00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及交易认证、智能运维的创新模式
主持人：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博士 周双全
题目 1：光伏电站升压站的柔性化解决方案
演讲人：特变电工西安柔性输配电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彭国平
题目 2：FusionSolar 智能光伏解决方案助力光伏+创新
演讲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光伏业务中国区副总经理

钟元旭

题目 3：阿波罗风险管理方案，助力金融机构管控光伏投融资风险
演讲人：远景能源

光伏业务总经理 孙捷

题目 4：分布式光伏与户用能源变革
演讲人：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吴良材

题目 5：海外自建/并购光伏电站路线图
演讲人：TÜV 北德集团

亚太公司光伏系统总监

肖晨江

题目 6：光伏电站地空一体智能化运维
演讲人：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博士

周双全

题目 7：TÜV 南德—光伏电站的质量风险管控
演讲人：TÜV 南德意志集团 大中华区智能电力设备&光伏总监 许海亮
题目 8：关于光伏电站投资的思考
演讲人：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崇卫

题目９：工业厂房屋顶升级换代（分布式资产安全的保证）
演讲人：上海亚泽新型屋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屋面事业中心总监 彭宁
第二天晚上 音乐冷餐晚宴 三楼会议中心前厅+露天花园
2016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18:00-21:00
露天 Party │ 音乐+表演+美食+美酒+交流+抽奖
（凭晚宴券入场）
（服务指南： 组委会每天安排免费大巴车接送于地铁 2 号线威宁路站 1 号口与展馆之间，5 分钟车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