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2019)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合作论坛 
The 14

th
 AsiaSolar Photovoltaic Innovation Cooperation Forum 

2019.10.12-13  中国 ▪ 杭州 
 

第十四届(2019)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展览会 
The 14th AsiaSolar Photovoltaic Innovation Exhibition 
2019 年 10 月 12-13 日 ▪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G20 峰会展馆) 

 

主办单位： 

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光伏专委会(CSITPTC） 

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PGO) 

中国工商业与户用光伏品牌联盟(CHPBA) 

承办单位： 

上海艾灵会展有限公司(AIEXPO) 

支持单位： 

全球太阳能理事会(GSC） 

亚洲开发银行(ADB)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CPVS）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新能源分会(CIITA）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 

 

会议议程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4:30-17:30  闭门会议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宴会楼西湖厅） 

PGO & CHPBA 2019半年度工作会议，仅限 PGO&CHPBA 成员单位和受邀嘉宾参会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8:00-21:00  欢迎晚宴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住宿楼长安厅）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09:30-11:00  开幕式及巡馆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A 馆） 

国内外政府及行业组织负责人、专家、企业家代表出席开幕式及巡馆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中午 11:30-13:00  自助午餐，凭餐券用餐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住宿楼自助餐厅）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3:00-14:00  主题论坛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宴会楼钱江厅）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长 吕芳 致辞 

2.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技术总监翟永平：《从小目标到大战略：光伏前景更光明》 

3.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洪伟：《平价时代下的光伏电站系统解决方案》 

4.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崇卫：《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5.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天合智慧分布式价值群总裁张兵：《坚持高品质原装  构建行业健康生态》 

 

同期举办 

CO-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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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为智能光伏总工程师唐小棠：《同等电价 更高收益 AI boost FusionSolar 智能光伏》 

7. 广东元一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中元：《蓄势能源管理行业风口，领跑清洁能源综合服务》 

8. 浙江碳银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俞兆洪：《分布式清洁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新探索》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14:00-17:00  高端对话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宴会楼钱江厅） 

 

对话一：全球市场分析以及市场开发的实践经验 

话题 1：面对国内光伏发电马上进入平价时代我们企业如何适应与调整？ 

话题 2：随着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海外市场不断兴起，如何深耕海外市场大家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 王进 

嘉宾： 

1.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院长助理、山东分院董事长 秦建兵 

2.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崇卫 

3.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斌 

4.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全球市场负责人 王英歌 

5.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 郭健 

6.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财务与业务开发部高级总监 谢婉超 

7.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敏 

 

 

对话二：光伏与储能产品、设备及系统技术发展趋势 

话题 1：中国光伏技术发展已经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同时，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面对新的发展变化，你觉得企业要立足应

该做什么样新的定位？（包括技术定位，产业链角色定位，发展规模定位） 

话题 2：你认为今后五年，十年哪些新的技术会出现或者原来技术在哪些方面去突破？ 

主持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秘书长 吕芳 

嘉宾： 

1.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金锡 

2.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吕俊 

3. 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霆 

4. 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桦 

5.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大良 

6.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王士涛 

7. 龙焱能源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奔 

 

 

对话三：分布式光伏、多能互补与户用光伏的创新发展 

话题 1：对户用市场各种声音比较多，做户用光伏的企业大部分都很累，你们认为户用市场应该如何健康平稳发展？（从国家

政策，业内企业自力等方面） 

话题 2：分布式光伏也面临平价时代，而且目前所谓的好屋顶，大屋顶越来越少，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分布式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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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中国工商业与户用光伏品牌联盟秘书长 周元 

嘉宾： 

1.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天合智慧分布式价值群总裁  张兵 

2. 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正泰户用光伏)副总经理 朱建波 

3. 中航宝利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田 

4. 浙江迈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良杰 

5. 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  邱国辉 

6. 浙江晴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  梅淑君 

7.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渠道总监 张军强 

 

 

2019 年 10 月 12 日晚宴 18:00-21:00  特变之夜 

致祝酒辞：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斌 

创新奖颁奖盛典暨十一科技杯第二届中国光伏好声音竞演秀（ 杭州长安宴国际大酒店宴会楼钱江厅 ） 

★ 2019亚洲光伏创新领军人物奖 

★ 2019亚洲光伏创新企业奖 

★ 2019中国分布式光伏创新品牌奖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09:30-12:00  专题分论坛 

 

平行分论坛一：“一带一路”及亚洲光伏海外项目对接会（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2A 会议室 ） 

1.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业务开发部高级分析员章理琛：《阿特斯海外光伏电站开发经验分享与项目介绍》 

2.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海外电站事业部总监陈栋：《正泰新能源海外光伏项目开发经验》 

3. 中国电建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海外三部副总经理李勇：《贵州电建在亚太一带一路战略上的布局和发展》 

4. 华为智能光伏中国区解决方案销售部副总工程师王锡山：《更高收益，电网友好，Ai boost 华为智能光伏 6.0》 

5. 对话：海外光伏市场发展的经验分享以及项目对接 

主持人：光伏绿色生态合作组织国际部主任 吕汇锌 

亚洲开发银行清洁能源技术专家 苏丽娅 

对话嘉宾： 

a) 缅甸生态方案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Mr.Min Chan Win 

b) 尼泊尔 Gham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 Mr. Anjal Niraula 

c) 中国电建贵州工程有限公司海外三部副总经理 李勇 

d)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业务开发部高级总监 谢婉超 

e) 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海外电站事业部总监 陈栋 

f) 华为智能光伏中国区解决方案销售部副总工程师 王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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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分论坛二：光伏、储能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2B 会议室 ） 

1.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经理郝江波：《中来 N型双面技术及应用》 

2.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中国区新市场开发部负责人金华峰：《Q.PEAK DUO-G7新一代高效单晶半片太阳能组件》 

3.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微网产品线工程师段飞跃：《TBEA 基于电能路由器的交直流混合微网解决方案》 

4. 江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应用部工程师冯奇：《基于光伏的分布式能源应用形式》 

5.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胡文：《以禾筑家 逆变未来 —— 禾迈光伏逆变器，25 年长效守护》 

6. 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军：《MWT高效组件助力分布式、BIPV 市场》 

7. 杭州依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建强：《光伏组件生产信息物理系统》 

8. 龙焱能源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经理刘志钱：《新型光伏发电建筑材料助力绿色建筑》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中午 12:00-13:30  自助午餐，凭餐券用餐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3 会议室）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13:30-17:00  专题分论坛 

 

平行分论坛三：跟踪系统技术的最新发展（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2A 会议室 ） 

1.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PV 事业部海外总监刘培金：《光伏电站支架系统突破和创新》 

2. 深圳市安泰科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罗倩：《跟踪支架动风荷载研究》 

3. 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马巧芬：《太阳能跟踪器驱动系统美好解决方案》 

4.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优配全球产品经理张月斌：《天合光能智能优配解决方案》 

5. 北京中航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彭嘉诚：《VCI片锌技术支架在光伏电站领域的应用介绍》 

6. 上海维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工程师杨凯：《关于太阳能跟踪器临界风速理论分析和建模计算的对比研究》 

7. 杭州帷盛科技有限公司结构工程师陈佳雨：《大方阵多向联动光伏跟踪器的研究及应用》 

8. 江阴华方新能源高科设备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刘海刚：《跟踪心脏回转减速器在光伏系统上的应用发展趋势》 

 

 

平行分论坛四：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投资、建设、交易及运维（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2B 会议室 ） 

1. 江苏天合智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江浙分公司技术工程师尹立胜：《天合原装家用光伏质量管理与服务》 

2.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华斌：《基于无人机热成像的精细化光伏电站运维方案》 

3. 英利微（上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建宁：《品牌助力分布式健康发展》 

4. 先文基金创始人李先文：《如何联合多方力量打造中国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交易平台》 

5. 西安特变电工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工程师陈志彤：《平价上网时代光伏电站精细化设计解决方案》 

6. 杭州品联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南区业务总监何元：《品能者-光伏无补贴时代技术白皮书》 

7. 苏州钧灏(智慧)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祁富俊：《海外光储柴微电网市场分析》 

 

 

注：会议安排以现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