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初定日程安排 

 

一、会议初定日程 

时 间 主  题 会场地点 参与人员 

2 月 18 日 

13:00-14:00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电建筑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 

A 座 

多功能厅 
限受邀单位 

14:00-17:00 2020年中国光电建筑创新发展研讨会 
A 座 

多功能厅 
 

 15:30-17:00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专委会第一届

委员大会第三次会议 

A 座 

多功能厅 

限户用专委会

委员单位 

2 月 19日 

9:00-17:00 平价光伏电站技术及开发模式研讨会 A 座  

9:00-17:00 2020年中国户用光伏品牌大会 A 座  

15:30-17:00 年度光伏行业组织座谈会 
A 座 

多功能厅 

限受邀行业 

组织 

14:30-17:00 光伏行业质量管理座谈会 A 座 限受邀单位 

2 月 20日 9:00-16:30 
光伏行业 2019年发展回顾与 2020年形势

展望研讨会 

A 座 

多功能厅 
 

 

  



二、会议初定议程 

 

（一）2020 年中国光电建筑创新发展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年 2月 18日 14:00 -17:00 

会议地点：万寿宾馆 A座一层多功能厅 

主办单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能源研究院、CTC国检集团 

时间 序号 主题报告 邀请嘉宾 

 

 

 

 

 

 

14:00-17:30 

1 
光伏技术在零能耗建筑、绿色建筑中的应

用发展与未来趋势展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2 高效光伏构件在光电建筑中应用 光伏企业 

3 
光伏发电系统在近零能耗居住建筑中的

应用前景 
建筑设计院 

4 
光伏发电系统在零能耗建筑中的地位和

作用 
科研单位 

5 装配式光电零能耗建筑的发展与实践 建筑行业 

6 光电建筑建设经验及典型案例分析 光伏企业 

7 光电构件与建筑结构设计 光伏企业 

8 光伏组件对建筑负荷影响分析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9 光伏构件安全性与可靠性研究 光伏企业 

10 薄膜太阳能在光电建筑中应用与发展 光伏企业 

 

  



（二）平价光伏电站技术及开发模式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年 2月 19日 9:00-17:00      会议地点：万寿宾馆 A座 

主办单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光伏們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拟邀） 

09:00—09:20 领导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领导 

主题一：收官“十三五”、展望“十四五” 

 

 

9:20—10:20 

“十三五”平价光伏政策解读及“十四五”光伏发展趋势分析 

从电网及电源结构看光伏发展形势及面对的问题 

光伏制造业的回顾和展望 

主题二：技术先行 

 

 

10:20—12:00 

组件技术的突破与成本趋势 组件企业 

双面电池与组件技术及市场 

趋势 
制造企业 

1500V 光伏系统的应用特点 逆变器企业 

大型地面电站系统集成技术的

发展趋势 
电力设计及工程公司 

从 GW级特大型光伏电站产品 

选型看未来发展趋势 
电力投资企业 

12:00—13:30 午餐 

主题三：发展模式 

 

 

13:30—15:30 

地方政府发展模式介绍： 

达拉特旗、白城、阜新、榆林、大庆、齐齐哈尔、大同等 

企业发展模式介绍： 

华能、晶科电力、正泰新能源、阳光电源等 

主题四：产品应用趋势 

15:30—16:30 组件、逆变器、支架等相关制造企业及电力设计院等 

主题五：平价示范电站案例分享 

 

16:30—17:30 

已建成并网的平价示范光伏电

站建设案例解析：从开发、设计

到建设、运维 

中电国际 

中广核新能源 

广州发展新能源 



（三）2020年中国户用光伏品牌大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2月 19 日 9:00-17:00         会议地点：万寿宾馆 A座 

主办单位：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索比光伏网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人（拟邀） 

9:00-9:15 开篇致辞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户用专委会领导 

环节一：政策梳理与市场预测 

9:15-10:15 

2020 年光伏政策与户用光伏发展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心副主任陶冶 

户用光伏市场回顾与预测 智新咨询分析师 尹也泽 

户用光伏优秀品牌评价工作总结与

2020计划 
户用光伏品牌评价工作组 

环节二：商业模式与金融 

10:15-12:00 

户用光伏发电业务模式创新与探索 光伏企业 

移动互联网融资模式与户用光伏 蚂蚁金服 

户用光伏金融思路 银行机构 

户用光伏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律所 

12:00-13:30 会议自助午餐 

环节三：质量与运维 

13:30-15:30 

户用光伏质量控制 质检机构 

户用光伏市场售后服务体系 光伏企业 

户用光伏运维关键技术及方案分享 运维企业 

户用光伏系统设计 晴天/正泰 

环节四：户用市场全景图 

15:30-17:30 

各省户用光伏现状分享 

山东、河北、河南、浙江、山西、江苏等省份协会、代表性经销商 



（四）光伏行业 2019 年发展回顾与 2020 年形势展望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0 年 2月 20 日 9:00-16:30      会议地点：北京万寿宾馆 A座多功能厅 

时间 演讲主题 主讲人（拟邀） 

9:00-12:00 

相关政策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领导（拟邀）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领导（拟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 

领导（拟邀） 

商务部贸易救济局领导（拟邀）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领导（拟邀）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情况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勃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19 年版） 

发布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王世江  副秘书长 

光伏发电“十四五”规划分析（待定）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题目待定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分析（待定）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庞秀岚  光伏创新中心副总经理 

BIPV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徐  伟  专业总工/建筑环境与能源研究

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不同尺寸电池片产业化应用分析（待定）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电池片企业 

全球光伏市场发展情况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彭博新能源财经 

栾  栋  高级分析师 

12:00-13:00 自助午餐 

13:00-16:30 

光伏发电政策形势及平价上网路径分析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时璟丽  研究员 

光伏发电消纳分析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 

李琼慧  所长  

光伏产品国际贸易情况介绍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光伏分会 

张  森  秘书长 

多晶硅市场发展情况介绍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马海天  副秘书长 



下一代光伏晶硅电池产业化技术发展情况 

分析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贾  锐 研究员 

光伏电站智能化发展方向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逆变器企业 

跟踪系统应用市场分析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士涛 首席技术官 

光伏+储能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019年回顾与 2020年展望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俞振华 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