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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方案 

一、时间地点 

1.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高峰论坛 

时间：2020 年 8 月 12 日 

地点：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 

2.中国环境技术大会系列分论坛及系列技术交流活动 

时间：2020 年 8 月 12-15 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3.2020 第二十一届中国环博会（同期召开）  

时间：2020 年 8 月 13-15 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二、时间地点 

主办单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环境服务业商会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上海市环境科学学会 

承办单位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待补） 

三、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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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协领导；国际环保机构代表，环境

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我会理事会及分支机构、地方学会领

导，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团体会员单位负责人；环博

会国内外参展知名企业代表。 

四、会议日程  

（详见附件 2、附件 3） 

五、参会事宜 

1.我会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及会员单位代表可免费或优

惠参加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

会员交流年会”和“2020 中国环博会”。 

2.“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高峰论坛”会议费 3000 元/

人（含注册费、资料费、茶歇、午餐等），我会常务理事单

位有 3 名免费名额，理事单位 2 名免费名额，团体会员单位

1 名免费名额，会员单位超额参会代表会议费优惠为 2000

元/人。 

3.我会会员可免费或优惠参加“交流年会”系列专题论

坛会议活动（详见附件 3 系列论坛会议日程），“环博会”

参展享受最高优惠折扣。  

4.因场地所限，“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高峰论坛”参

会人数控制在 500 人以内，其他专题论坛会议也有人数限制，

请尽早报名预约或注册缴费，并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将报

名表传真或电邮至我会。 

5.为推动环境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为会员搭建技术

展示推广合作平台，我会在环境技术大会期间将举办“环境

创新技术展”，遴选会员优秀环境科技成果进行展览展示和

技术路演，与投资机构和用户进行对接洽谈。欢迎我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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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的科研技术单位、创新型企业积极参展。 

6.展会期间房源非常紧张，请尽早联系我会会务组预订

住房，或尽早自行预定会场展馆附近酒店。 

报到住宿酒店：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

区锦尊路 399 号，酒店电话 021-50559888） 

7. 环博会的详细安排请查阅展会网站 www.ie-expo.cn，

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IEexpo。  

8. 参会人员应遵守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在报到时

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测量及出示健康码等。 

六、参会参展报名 

参会参展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和会议专用邮

箱三种方式报名。 

1.关注学会微信公众号—学术交流与环保技术推介平

台进行在线注册。 

2.关注学会微信小程序—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议管理

系统进行在线注册。 

3.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

会员交流年会参会报名表”（附件 4）电子版发至专用邮箱。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小程序码： 

   

学术交流与环保技术推介平台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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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高峰论坛日程 

8 月 12 日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开幕式（拟定）     

主 持 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领导 

9:00-9:15  生态环境部领导 致辞 

9:15-9:20  上海市领导 致辞 

9:20-9:25  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赵笠钧 致辞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高峰论坛 

9:30-12:00  

1. 特邀主旨报告——环境科技创新的新趋势与新机遇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展望——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工程院院士 王金南 

疫情之下如何推动经济复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朱锋 

2.“十四五”生态环境产业前景与趋势——“十四五”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化企业主体责任，

完善市场机制体系，生态环境产业如何担当主体责任、把握“新基

建”机遇，提升环境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主持人：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 骆建华 

主旨报告：六保要求下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 任勇 

对话嘉宾：（5-7 位）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斌 

威立雅中国区副总裁/董事总经理  黄晓军 

苏伊士新创建高级副总裁，苏伊士亚洲高级副总裁  孙明华 



 

- 8 -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裁  李力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其林 

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  王天义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彤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旗下环保企业总裁  叶明强 

13:00-17:00 

3.长江黄河大保护与生态修复——生态治理修复正成为产业热点和

主流业态，长江修复保护，黄河生态保护，土壤地下水修复，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等等，环境产业如何探索形成新产业模式，从成

本属性向价值属性转变，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主持人：傅涛  E20 环境平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 

主旨报告：长江黄河大保护的战略思考——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吴舜泽 

对话嘉宾：（5-7 位）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卫国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月中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马铭锋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周波平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尹成国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李诗刚 

4.智慧环保与新基建——5G 时代、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万物互联的数字世界加速形成，生态环保产业如何抓住“新基

建”机遇，实现智能化转型升级？ 

主持人：环境物联与大数据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王世汶 

主旨报告：绿色“一带一路”与大数据服务平台——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 周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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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环保物联网 打造数字生态底座——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环境系统部技术总监 李彪 

对话嘉宾：（5-7 位） 

河北先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荣强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环境大数据科学中心主任何炜琪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环境系统部技术总监 李彪 

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CEO 兼首席科学家  管祖光 

国家环境保护物联网技术研究应用（无锡）工程技术中心书记陈书义 

陕西环信恒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师杨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维华     

5.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机遇——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

碳交易机制推动新能源、低碳技术、碳捕获利用、减缓适应技术的

产业化，环保产业未来如何融合绿色低碳产业，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与协同应对气候变化？ 

主持人：廖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主旨报告：气候变化与产业低碳绿色转型——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 马爱民 

对话嘉宾：（5-7 位）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常务副主任 杨秋生 

兴业研究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上海交大低碳学院院长 赵长颖 

中债估值公司总经理 牛玉锐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 赖晓明 

英国爱丁堡大学商业与气候变化中心主任 梁希 

WWF 气候与能源，绿色金融项目总监 王伟康 

浙江鸿盛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宋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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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
——系列分论坛及专题会议日程 

8 月 12-15 日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水务分论坛  

1.2020 第八届华东地区水处理工程师大会 

2.2020 第三届全国膜法城镇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3.2020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践行与展望 

4.第七届新形势下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论坛 

5.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际研讨会—污泥与分散式卫生

设施领域 

6.第 15 届水处理行业热点技术论坛 

7.德国现代水和废水处理的节能工艺与技术 

8.2020 年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道检测与修复专委会年会 

9.2020 年流域治理与流域发展论坛 

10.河长制下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践交流展示会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大气分论坛 

11.长三角一体化 VOC 治理技术研讨会 

12.第七届重点行业有机废气(VOCs)污染治理及监测技术交流会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噪声分论坛 

13.2020 中国环境噪声管理技术论坛 

14.2020 工业及环境噪声控制研讨会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固废分论坛 

15.第七届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技术大会 

16.第五届畜禽废弃物资源化论坛 

17.中德转废为能领域的合作 

18.2020 城市垃圾分类与低碳发展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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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环联2020 (第九期) 技术沙龙有机废物资源化及智慧环卫创新 

20.2020（第三届）危废产业发展论坛暨处置技术与资源化利用供需

对接会 

21.2020 中国城乡生活垃圾综合管理论坛 

22.德国 40 年循环经济 

23.沼气—科技技术解决方案战略 

24.2020大宗疑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及工业危废资源化战略合作峰会 

25.2020 中国环卫产业发展论坛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场地修复分论坛 

26.2020 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材料论坛 

27.2020 中国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论坛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环境监测分论坛 

28.第三届全国在线分析技术及仪器应用交流会 

29.2020 年环博会长三角区域环境监测一体化发展论坛 

30.2020 城镇供排水水质监测技术研讨会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 综合分论坛 

31.2020 年环博会“院长论坛”——“十四五生态环境关键技术论坛”

专题 

32.2020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创新技术应用案例分享会 

33.2020 年第二届国家环境保护创新技术路演交流会 

34.中国高校竞赛 

35.环创赛新闻发布会&环境医院技术发布会 

36.2020 全球创新环境技术路演和商务对接会 

37.“营造绿色环境 创建清洁生活” 环卫设备路演 

38.中国环博会首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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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中国环境技术大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单位会员交流年会 

交 通 指 南 

一、报到住宿酒店地址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 399 号，酒店电话 021-50559888。会议

期间安排班车接送至会场。展会期间房源紧张，请尽早联系会务组预订

住房，或请尽早自行预定华美达周边酒店。） 
 

星级 会议合约酒店 房型 
价格 

(人民币) 
距会场距离

4 星 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 高级单间/标间
520 单早 

560 双早 
6km 

二、高峰论坛地址: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上海浦东梅花路

1108 号，地铁 7 号线花木路站） 

三、展馆地址: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南入口 1 号入场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