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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介绍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是经国务院同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协会，业务主管部门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协会由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全

国性、 行业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主要从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领域的社团标准、认证

标识、技术推广、国际合作、会展培训等服务。 

 

协会宗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方针，秉承“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根据我国城乡建设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坚

持以人 为本、依法推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打造“绿色、健康”建

筑为己任，面向政府、行业、市场、企业、从业人员五个服务，大力推进建筑行业可持续发

展。 

协会愿景：引领建筑向更高能效、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营造未来可持续人居环境 

共同价值观：卓越 服务 创新 包容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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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总目录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年会 

1 副会长闭门会 
11月 21日 

14:30-17:30 

上海乐享国际大酒店 

一层百花厅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2 2018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 
11月 22日 

08:3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C0-02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3 分支机构工作座谈会 
11月 22日 

13:30-17:3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2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分论坛（8场） 

1 
中国好建筑 2018年会暨中国建

筑能耗研究 2018 成果发布会 

11月 23日

0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3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

会、中国建筑节能

协会建筑能耗统计

专委会 

2 
“夏热冬冷气候区近零能耗建

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讨会 

11月 23日

0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7-04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

筑分会 

3 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11月 23日

0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2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绿色金融专委会 

4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

业委员会年会暨 

“绿色智能建筑研究”课题研讨

会 

11月 23日

09:00-12: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4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

会 

5 绿色医院建设与运维管理 
11月 23日

13: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2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绿色医院专委会 

6 

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成

立大会暨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

险 

11月 23日

13: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3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绿色建筑工程质量

保险分会 

7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大学专

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绿色校园

分论坛 

11月 23日

13: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8-04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绿色大学专业 

委员会 

 

8 

 

精细施工 

11月 23日

13:3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M6-01会议室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被动式建筑专委会 

展会 

 
2018第六届亚洲国际建筑工业

化展览会 

11月 22-24日 

09:00-17:00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5号、6号馆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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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 

—副会长闭门会 
 

会议地点：上海乐享国际大酒店一层百花厅会议室 

会议时间：11月 21日下午 14:30-17:30 

会议主持人：杨西伟副秘书长 

时  间 议 程 主  题 演讲嘉宾 

14:30-14:40 会议开始 
主持人介绍会议议程、与

会嘉宾 
杨西伟副秘书长 

14:40-15:10 

主题报告 

新形势谈建筑领域绿色发

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周宏春 

15:10-15:40 
当前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和

政策 

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首席研究员  

李战军 

15:40-15:55 
室内污染控制技术与绿色

环境保险实施机制研究 

中国建筑节能协

会绿色建筑工程

质量保险分会  

张振路 

15:55-17:00 头脑风暴 全员讨论 

17:00-17:10 通报年会的审议事项 李德英秘书长 

17:10-17:30 会议总结 武涌会长 

备注：副会长闭门会邀请所有副会长出席，如本人无法出席请

委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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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C0-02会议室 

会议时间：2018年 11月 22日 08:30-12:00 

会议主持：李德英秘书长 

时  间 议  程 主     题 演讲人 

08:30-08:35 会议开始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

绍议程、与会领导及嘉宾 

李德英 

秘书长 

08:35-08:40 致   辞 领导致辞 待定 

08:40-08:45 致   辞 领导致辞 
王宝海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副秘书长 

08:45-09:15 工作报告 
2018 年度协会工作总结

与汇报 
武涌会长 

09:15-09:45 

主题报告 

智能规划 未来城市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09:45-10:05 
清洁供暖技术发展与应

用 

徐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院

长 

10:05-10:25 
长江流域采暖空调技术

方案 

徐强 

上海建科院总工 

10:25-10:45 
薄膜发电技术推动建筑

节能发展的实践及展望  

谭林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总裁 

10:45-11:00 领导发言 

11:00-11:10  财务报告 2018 年度协会财务报告 
李德英 

秘书长 

11:10-11:20 监事报告 
2018 年度协会监事总结

与汇报 
王崇杰 

11:20-11:35 审议事项 

会员审议事项： 

会费标准调整议案 

副会长单位增补变更 

分支机构增补变更 

协会重要管理制度 

协会重大决策事项 

李德英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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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 

—分支机构工作座谈会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2会议室 

会议时间：11月 22日 13:30-17:30 

会议主持人：邹燕青副秘书长 

时  间 阶  段 议  题 演讲嘉宾 

13:30-13:35 会议开始 主持人介绍会议议程、与会嘉宾 邹燕青副秘书长 

13:35-16:40 汇报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各分支机构 

16:40-16:50 年度通报 宣布优秀分支机构名单 李德英秘书长 

16:50-17:20 头脑风暴 全员讨论 

17:20-17:30 会议总结 武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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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建筑 2018 年会 

暨中国建筑能耗研究 2018 成果发布会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3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09:00-12:00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9:00-9:10 致辞 赵言冰 能源基金会低碳城市项目主管 

9:10-9:20 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中国好建筑年会 

9:20-9:40 中国好建筑 2018 年度优秀案例分享 
王野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项目负责人 

9:40-9:55 CERC-BEE 建筑能效对标工具分享 李绍锦 ICF 项目专员 

9:55-10:10 
好建筑，为明天 

—为明集团 k-12 校园好建筑推进分享 

高鹏 

为明精彩总经理  

10:10-10:20 中国好建筑 2018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10:20-10:30 茶歇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 2018 成果发布会 

10:30-11:00 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 2018 

蔡伟光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

学院副教授 

11:00-11:15 分省建筑面积测算方法 

那威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委会副

秘书长、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 

11:15-11:30 
2017 年上海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及分析报告 
待定 

11:30-11:45 
2017 年云南省建筑能耗统数据分析报

告 

林娟 

云南建筑技术发展中心  

11:45-12:00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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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冬冷气候区近零能耗建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讨会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7-04 会议室（7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9:00-12:00 

主持人：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分会 张时聪 秘书长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09:00-09:05 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张时聪 秘书长 

09:05-09:15 领导致辞 
李德英 秘书长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09:15-09:45 
十三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近零能耗

建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开发” 

徐伟 院长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 

09:45-10:05 
近零能耗建筑室内光热环境精准化调

控探索 

李峥嵘 教授 

同济大学 

10:05-10:25 
高性能新风热回收传热传质膜材料研

究 

张保红 技术总监 

曼瑞德集团 

10:25-10:45 上海近零能耗建筑实施路径分析 
范宏武 总工 

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 

10:45-11:00 超低/近零能耗建筑新风方案探讨 
黄林 总经理 

上海高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00-11:15 
近零能耗建筑户外遮阳系统解决方案

及技术分析 

陈斌  总经理 

上海星芝骄遮阳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11:15-11:30 近零能耗建筑的检测与评价 
龚红卫 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 

11:30-11:45 
UPVC 系统门窗在近零能耗建筑上的

应用 

黄卫 技术总监 

维卡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11:45-12:00 高性能中空玻璃暖边间隔条 
陈颇 技术经理 

美国 Quannex（柯耐士）建材集团 

 

 

http://www.glass.com.cn/supply/zhongkongboli10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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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2 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09:00-12:00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主持人：严展先生 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执行院长 

8:30-9:00 来宾入场 

9:00-9:10 领导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9:10-9:20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建筑投融资中心揭牌 

9:20-10:50 

主题报告 

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产业投

融资 

徐洪峰女士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助理院长 

银行业推动绿色金融工作

介绍 

董善宁 

江苏银行总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  

推动绿色建筑投融资助力

绿色发展 

严展先生 

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执行院长 

房地产企业绿色项目实践

与需求 

待定 

致力于绿色建筑开发的优秀房地产企业代表 

基于动态数据的绿色认

证：用数据衡量建筑全生

命期的绿色效益 

彭琛 博士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主持人：王逸岚女士 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   

10:50-11:20  
嘉宾讨论环节：2家金融机构、2家绿色建筑开发商、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代表、绿金院代表 

11:20-11:40  绿色建筑指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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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年会 

暨 “智能建筑绿色发展”课题研讨会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4 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09:00-12:00 

会议主持人：张永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09:00-09:05 介绍与会领导与嘉宾 

09:05-09:15 领导发言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09:15-09:45 
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

报告 

马虹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09:45-09:55 “绿色智能建筑研究”课题编制背景与进展介绍 

09:55-10:05 领导发言 
王建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综合处 处长 

10:05-10:25 
“绿色智能建筑研究”课题 

成果汇报 

丁勇 

重庆大学 教授 

10:25-10:40 
近零能耗办公建筑的智能控制

策略 

罗多 

珠海中建兴业绿色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集团总工 

10:40-10:50 《智慧建筑运维信息模型应用技术要求》标准编制背景介绍 

10:50-11:20 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建筑运维研究 

11:20-12:00 交流与讨论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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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医院建设与运维管理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2 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13:30-17:00 

会议主持人：朱滨 绿色医院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常务理事、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绿色医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13:00-13:30 来宾签到 

13:30-13:40 领导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13:40-14:10 
绿色医院能效对标和合理用

能 

王建晨 

原上海卫计委财规处、后勤资深专家 

14:10-14:40 
分布式供能助力医院安全高

效，绿色智慧运行 

宗阳铭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副院长 

14:40-15:10 医院节能研究与实践 
彭赟 

无锡市人民医院总务处副处长 

15:10-15:40 
智慧后勤 医院设备全过程

监管应用探讨 

于兵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5:40-16:10 
努力打造节约型医院暨医院

节能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侯占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 

16:10-16:40 
绿色医院能源与设施安全运

行智能管控平台建设 

陈飞 

无锡锐泰节能系统科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40-17:10 
后勤综合能源管理的效益效

率分析 

赵李克 

上海市浦东人民医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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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成立大会 

暨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  

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3 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13:30-17:00 

主持人：刘震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 主任委员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13:30-13:40 来宾签到  

13:40-14:00 

 

领导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宣读批准成立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

批文 

吴景山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秘书长  

阅览《工作规则》、《会员会费缴纳管理

办法》、宣读常务委员会名单 
主持人 

选举通过审议事项 主持人 

颁发正副主任委员单位证书 与会领导 

宣读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工作重点

及发展方向 
分会秘书长  

14:00-14:30 
推行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

思考 

金德钧 

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

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市

政工程协会会长、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常务副主

任，曾任建设部总工程师、中建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建设

部建筑管理司司长 

14:30-15:00 
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与绿色建筑工程质

量保险实施机制研究 

张振路 

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 

15:00-15:30 室内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金银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

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原所长，雄安绿色建筑

室内环境控制课题组专家组长 

15:30-16:00 国外绿色建材与舒适建筑技术发展趋势 
高晓童 

圣戈班亚太区研发专家 

16:00-16:30 建筑业与保险业跨行业平台搭建 
黄振利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高级顾问 

16:30-16:50 总结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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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大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绿色校园分论坛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8-04 会议室（8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13:30-17:00 

会议主持人：谭洪卫 绿色大学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同济大学教授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13:30-13:45 来宾签到 

13:45-14:00 领导致辞 武涌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 

14:00-16:00 

创新校园能源管理新机

制 

王晴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投资建设处 副

处长 

上海高校校园绿色发展

动态 

南少华：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后勤保障处 处长 

超低能耗教学实验楼建

设与研究 

王崇杰 

绿色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原山东建筑大学党

委书记 

国际化校园绿色建设成

果分享 

屈利娟 

绿色大学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国际校区）院长助理，总务部长 

校园节能调适案例分析 

闫军威 

绿色大学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广州远正智能科技公司董事长 

薄膜太阳能在绿色校园

的应用 
吴宝强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大客户总裁 

集中能源站的暖通空调

系统调适技术 

李伟 

易科智能科技 CEO 

绿色校园能耗管理技术

实践 

胡飞 

为明教育集团 设计总监 

物联网到数联网技术 
邓斌 

研华科技 华东区总监 

16:00-16:50 专题研讨： 校园节能调适技术导则编制项目专题研讨暨开题论证会 

16:50-17:00 论坛总结 ：王崇杰  绿色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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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施工会议议程 

会议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M6-01（6号展厅 2层） 

会议时间：11月 23日 13:30-17:00 

会议主持人：徐智勇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被动式建筑专委会 荣誉秘书长 

时间 发言题目 发言人 

13:30-13:35 领导致辞 
杨西伟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副秘书长 

13:35-14:05 超低能耗绿色建造关键技术应用 

顾洪才 

南通三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4:05-14:35 被动房施工质量管理 

刘庆锡 

青岛德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35-15:05 装配式一体化低能耗建筑建造技术 
林国海 

哈尔滨鸿盛集团总设计师 

15:05-15:35 高碑店列车新城超低能耗居住区施工分享 

魏贺东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15:35-16:05 被动房在众森的实践 

朱清源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05-16:35 阳台保温链接构件 

李峥 

HALFEN（北京）建筑配件销售有限

公司 

16:35-16:50 分论坛精彩内容总结 主持人 

16:50-17:00 论坛致闭幕词 

谢远建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被动式建筑专委

会主任委员/朗诗绿色地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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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展馆、会议室平面图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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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平面图 

 

自驾路线：在南展场停车，由（南广场，登记台）领取胸牌，进入 2楼会议室 

地铁路线：出地铁站后绕至 WH（登记台）领取胸牌，进入 2楼会议室 

 

 
会议室位于展厅 2 楼，上图为会议室分布图 

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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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会议报到 

11 月 21 日报到（08:30-20:00）的参会代表，请到上海乐享国际大酒店大堂报

到，领取证件和会议资料。 

11 月 22 日上午报到的参会代表，请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C0-02会议室门口

处报到，领取证件和会议资料。 

2、交通服务 

摆渡车发车时间表 

 11月 22日 11 月 23日 

早上从乐享

国际大酒店

到国家会展

中心 

发车时间 7:40 8:15 

发车地点 乐享国际大酒店门外右侧

辅路 

乐享国际大酒店门外

右侧辅路 

晚上从国家

会展中心到

乐享国际大

酒店 

发车时间 17:50 17:15 

发车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 17号门外右

侧辅路 

国家会展中心 17号

门外右侧辅路 

提示：1、酒店至会场行车时间大约 20分钟； 

2、请乘坐有“2018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年会用车”标志的大巴； 

3、请核对发车地点和时间，以免错过。 

3、会场纪律 

所有人员凭“代表证”进入会场，凭“展会入场券”进入展厅。 

开会期间请勿随意走动，请勿大声喧哗，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状态。 

 

4、会期天气预报 

  20 日/周二 21日/周三 22 日/周四 23 日/周五 24日/周六 

天气 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 多云 

温度 9~13℃ 9~13℃ 10~15℃ 9~17℃ 11~17℃ 

风向/风力 东北风 3级 东北风 3 级 东风 3级 东风 3级 东风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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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务组联系方式 

（1）年会联系人： 

 
               服务内容 联系人 

1 会议报到 王超 13671127042 

2 交通服务（摆渡车） 寇月 18553383364 

3 媒体对接、入会咨询 郭 畅 18519663368 

4 分论坛会议室对接 
 房琳 13621203143 

王超 13671127042 

5 住宿服务 张晓莉 13817299016 

6 总协调 王海霞 13520859264 

（2）分论坛联系人： 

 
分论坛 联系人 

1 
中国好建筑 2018年会暨中国建筑能耗研

究 2018成果发布会 

王野 18911427510 

刘存 18875085856 

2 
十三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近零能

耗建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开发” 
张时聪 13466556234 

3 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彭琛 18801136496 

4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智慧建筑专业委员会

年会暨“绿色智能建筑研究”课题研讨

会 

樊静静 15801401236 

5 绿色医院建设与运维管理 李佳 17704860090 

6 
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分会成立大会暨

绿色建筑工程质量保险 
孙刚 13315510342 

7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大学专业 

委员会第二届年会绿色校园分论坛 
方海洲 15021238059 

8 精细施工 吴旭娟 15000608566 

（3）BIC 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联系人：刘迪 13661619597 

 

（4）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联系人：房琳 1362120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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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码关注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