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议程 

会议地点：A0-02 

会议时间：2017年 10月 31日 8：30 -12:00 

会议主持：李德英秘书长 

时  间 议  程 主     题 演讲人 

8:30-9:00 签     到 

9:00-9:05 会议开始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年会

议程、与会领导与嘉宾 

李德英 

秘书长 

9:05-9:10 致    辞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致辞 甘忠泽 

9:10-9:40 工作报告 2017 年度协会工作总结与汇报 武涌会长 

9:40-9:50 财务报告 2017 年度协会财务报告 

李德英 

秘书长 9:50-10:10 审议事项 

会员表决事项： 

2017 年增补、变更的副会长以及

分支机构的设立;监事人选确定 

10:10-10:30 

专题报告 

 

城乡建设的绿色发展 刘俊跃 

10:30-10:50 清洁供暖与行业发展 宋  波 

10:50-11:10 
北方地区清洁供热现状与技术路

径研究 
夏建军 

11：10-11:30 城镇智慧供热的现实和发展路径 刘京 

11:30-11:40 住建部节能与科技司领导讲话 

 

 

 

 

 

 



2017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闭门会 

会议地点：M4-02 

会议时间：10月 31日下午 13:00-16:30 

会议主持人：杨西伟副秘书长 

时  间 议   程 议  题 演讲嘉宾 

13:00-13:10 签         到 

13:10-13:20 会议开始 
主持人介绍会议议程、与

会嘉宾 
杨西伟副秘书长 

13:20-13:40 

主旨发言 

（待定）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能源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心 

康艳兵主任 

13:40-14:00 （待定） 

国家认监委政策与

法律事务部 

杨冬处长 

14:00-14:10 夏热冬冷地区清洁采暖 

重庆大学  

城环学院 

李百战院长 

14:10-14:20 
朗诗绿色科技产品 

运营十年 

朗诗绿色地产 

谢远建副总裁 

14:20-14:30 绿色舒适住宅产业 
青岛科瑞 

翟传伟董事长 

14:30-14:40 （待定） 
泛华集团 

杨天举董事长 

14:40-14:50 
中国建筑节能产业面临的

挑战 

东方低碳 

雷正榆副总裁 

14:50-16:30 头脑风暴 

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 

协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何形成合力 

全员讨论 

16:30-17:00 会议总结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武涌会长 



2017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地方协会经验交流会 

 

一、会议时间、地点 

1、时间：2017年 10月 31日 13:30-17:00； 

2、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4-04。 

二、参会人员 

1、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领导；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市节能、绿建协会负责人；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市节能、绿建协会会员单位。 

三、会议内容 

1、重庆市建筑节能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2、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3、北京市建筑节能与环境工程协会分享交流； 

4、江苏省建筑节能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5、湖南省建筑节能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6、深圳市建筑节能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7、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经验分享交流； 

8、总结。 

 

 

 

 

 

 

 

 

 



2017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地方协会座谈会 

 

一、会议时间、地点 

1、时间：2017年 11月 1日 8:30-12:00； 

2、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4-02。 

3、会议主持：邹燕青副秘书长 

二、参会人员 

1、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领导；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市节能、绿建协会负责人。 

三、会议内容 

9:00-11:30 

各省市地方协会交流座谈讨论：地方协会与我会如何构建平台形

成合力，促进建筑节能行业发展。 

11:30-12:00 

会议总结-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武涌会长 

 

 

 

 

 

 

 



中国建筑能耗数据研究报告新闻发布会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 11月 1日 14:30-17:0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3-03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智能建筑绿色发展论坛日程（拟定）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3-04 会议室（3 号展厅 8 米层内侧） 

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1日  9：00 -12:00 

会议主持：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张永刚 

时间 日  程 

8:30-9:00 会议签到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9:00-9:05 介绍参会领导及嘉宾 

9:05-9:15 

宣读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批复并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 

9:15-9:25 

领导讲话 

                              王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9:25-9:3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颁牌仪式 

9:30-9:45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背景、组织架构及规划 

张永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9:45-9:55 全体会员对常务委员组成机构人选进行表决，同时审议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 



9:55-10:0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颁牌及发证仪式 

“智能建筑绿色发展”主题论坛 

10:00-10:25 

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微瓴系统介绍 

张磊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腾讯云智慧建筑产品总监 

腾讯“微瓴”智慧建筑平台主架构师 

10:25-10:50 

公共建筑的智慧运营                                       

 

程大章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住建部建筑工程技术专家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绿色智能学组组长 

10:50-11:15 

优化控制提升公共建筑能效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                                            

                   

 赵哲身 

上海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住建部科技委智能建筑推广中心专家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智能组专家 

11:15-11:40 智慧建筑及其运维的未来之路 

余涛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专家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专家   

11:40-12:00 会议总结 

                  马虹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 

 

 

 

 

 

 

 

 

https://baike.so.com/doc/1794398-1897528.html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城镇智慧供热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日期：2017年 11月 1日 

时间：8：30 — 12：00 

地点：上海市国家会展中心（M3-03） 

二、会议内容 

时间 日  程 

8:30-9:00 会议签到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9:00-9:05 介绍参会领导及嘉宾 

9:05-9:15 

宣读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批复并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 

9:15-9:25 

领导讲话 

                              王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9:25-9:3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颁牌仪式 

9:30-9:5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言 

马虹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 

9:50-10:1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背景、组织架构及规划 

张永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0:10-10:15 
全体会员对常务委员组成机构人选进行表决，同时审议专业委员会工作规

则 

10:15-10:20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颁牌及发证仪式 



“智能建筑绿色发展”主题论坛 

10:20-10:45 

智慧建筑解决方案—微瓴系统介绍 

张磊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腾讯云智慧建筑产品总监 

腾讯“微瓴”智慧建筑平台主架构师 

10:45-11:10 

公共建筑的智慧运营                                       

程大章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住建部建筑工程技术专家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绿色智能学组组长 

11:10-11:35 

优化控制提升公共建筑能效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                                            

                赵哲身 

上海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住建部科技委智能建筑推广中心专家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智能组专家 

11:35-12:00 智慧建筑及其运维的未来之路 

余涛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专家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专家   

 

 

 

 

 

 

 

 

 

 

 

 

 

 

 

 

 

 

 

 

 

 

https://baike.so.com/doc/1794398-1897528.html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建筑调适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 11月 1日 9:00-12:00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4-03 

三、会议内容 

活动时间 会议议程 演讲嘉宾 

08:30 – 08:50 专家致辞 

蒋立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总经

理/技术中心副主任（主持工

作）） 

08:50 – 09:00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宣布建筑调试专

业委员会成立并致辞 

武涌/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

长 

09:00 – 09:30 
首届常委名单表决，专委会介绍及工

作计划通报 
 

09:30 – 09:40 颁发入会证书  

09:40 – 09:50 
主管部门发言： 

国家建筑节能相关政策分析与展望 

胥小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建筑节

能处处长） 

09:50 – 10:10 
嘉宾演讲：建筑调适技术发展与应用

介绍 

逄秀锋（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终身研究员） 

10:10 – 10:30 

嘉宾演讲： 

公共建筑调适技术导则的编写思路

与进展 

刘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

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博士） 

10:30 – 10:50 嘉宾演讲：新建建筑调适技术的探索 
宋业辉（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调试与评估中心/主任） 

10:50 – 11:10 
嘉宾演讲：产品思维下的机电设计管

理 

张泽强（中粮置地/规划设计

部/总经理助理） 

11:10 – 11:30 
嘉宾演讲：基于风险防控体系的机电

调适服务 

金大钧（北京博锐尚格节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机电中

心总经理） 

11:30 – 12:00 
嘉宾访谈：建筑调适行业发展方向与

目标 
6位行业专家 

 

 

 



墙体保温与防火技术创新论坛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3-02 

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1日 8：30 -11:40 

二、会议内容 

会议主持： 邹瑜 副秘书长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 

8：30-9：00 签到 

9:00-9:10 
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并代表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致辞 

邹瑜 副秘书长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9：10-9：40 发泡陶瓷保温板标准编制与技术发展 
许锦峰 总工程师 

江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40-10：00 
高防火高安全，发泡陶瓷可以做到—

—发泡陶瓷保温板 

张国君 董事长 

山东商海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0-10：20 
高防火高安全，发泡陶瓷可以做到—

—发泡陶瓷保温装饰一体板 

吴长泉 董事长 

信阳科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10：20-10：40 
高防火高安全，发泡陶瓷可以做到—

—发泡陶瓷隔墙板 

林诚 营销总经理 

广西碳歌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40-11：00 
敷面 EPS 板防火保温条分仓薄抹灰外

墙外保温系统介绍 

樊明兰 董事长 

河南欧亚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11：00-11：20 

保温与防火优点合璧 建造安全与舒

适住宅——热固型改性聚苯板的创新

与应用 

孙先海 产品经理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1：20-11：50 
《岩棉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

标准》编制情况及技术要点 

杨西伟 副秘书长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夏热冬冷地区清洁采暖技术论坛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M4-04会议室 

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01日 下午 13：00-17:20 

会议主持：李轶楠 

时  间 主     题 演讲人 

13:00-13:05 开幕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李轶楠 

13:05-13:10 领导致辞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杨西伟 

13:10-13:40 
长江流域建筑供暖空调解决方案

及相应系统 

重庆大学 

李百战 

13:40-14:10 
电能辅助太阳能供热技术在村镇

建筑中应用的研究 

山东建筑大学       

 刁乃仁 

14:10-14:40 
欧适能热泵在建筑新能源集成系

统的应用前景 

欧适能中国 

杨宏 

14:40-15:10 
被动式建筑：夏热冬冷地区清洁

采暖综合解决方案 

朗诗绿色地产有限公司 

谢远建 

15:10-15:40 
夏热冬冷地区高舒适度低能耗住

宅技术路线的探索 

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翟传伟 

15:40-16:10 区域能源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南京丰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宏权 

16:10-16:40 
园区、小镇复合式清洁能源综合

能源站 

山东宜美科节能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马宁 



16:40-17:10 
互联网时代建材供应链可持续发

展 

仟斤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万金刚 

17:10-17:20 论坛总结发言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邹燕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