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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概述 

2019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由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与环境

学会联合主办，中共聊城市茌平区委、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以及信

发集团承办的“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隆

重召开。 

 

  

本次论坛以“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来自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 20 位院士

以及来自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专家代表 280 余人齐聚一堂，

分享能源发展的前沿科技信息，分析当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共

同探讨能源革命及生态文明建设话题，并围绕如何更好地建设清洁低

碳、生态文明、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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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副省长凌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多慧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 

 
聊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爱军 
 

 
信发集团董事长张刚 

 

 
大会现场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多慧主持，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凌文，中国能源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中共聊城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爱军，信发集团董事长张刚出席会议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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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谢克昌 

 
信发集团董事会主席张学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 

 
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 

 
中国工程院院士夏佳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雪友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李长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朱维耀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主任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孙琦 

 
清华大学教授 毛健雄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 

 
中国能源学会秘书长张秀龙 

本届论坛，十余位院士、专家围绕煤炭清洁利用、聚合物太阳能电

池光伏材料、油气开采与能源供应安全保障、绿色能源技术开发及应

用推广等方面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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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期间，与会院士、专家前往拥有第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示范试点企业，国家级生态型循环铝工业示范基地，资源综合利

用“双百工程”骨干企业等多项荣誉的信发集团进行实地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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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基本信息 

(一) 会议组织结构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承办单位：中共聊城市茌平区委、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 

信发集团 

合作媒体：新华网、中国电力报、中国化工报 

山东省电视台、聊城晚报 

(二)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会议地点：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茌平宾馆 

(三) 会议主题 

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 主要嘉宾 

1. 与会领导  

凌  文 山东省副省长  

张祝秀 山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郗小勇 山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邓召军 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  

王  磊 山东省能源局处长  

王文军 山东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二级巡视员  

高球熙 山东省委办公厅行政处二级调研员  

晋  升 山东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董  伟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信息與情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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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杰 聊城监狱副调研员  

孟召际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一级主任科员  

韩贵业 山东省能源局电力处一级主任科员  

井学法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四级主任科员 

孙爱军 聊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洪玉振 聊城市副市长 

成  伟 聊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王越军 聊城市科技局局长 

李培荣 聊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建设办常务副主任 

徐培范 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二级调研员 

潘云霞 聊城市科协副主席 

乔占龙 聊城市科协学会部部长 

李班妹 聊城市科协办公室主任 

郭  飞 茌平区委书记 

朱正林 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  琦 茌平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 

李  恩 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 

韩  冰 茌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  亚 茌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乔雅君 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负责人 

梁凌云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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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会院士 

谢克昌 全国人大常委（十一届）、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倪维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宋振骐 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心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多慧 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 涌 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国彪 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世宁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邱爱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秦裕琨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葛昌纯 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元生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和白俄罗斯工程技术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奇蓁 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雪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念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长明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苏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蔡美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夏佳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8 
 

 
(五) 参会单位 

1. 企业 

光大环保（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力达电气材料有限公司 

邯郸市奥博水处理有限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销售公司 

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黄台煤气炉有限公司 

济南蓝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明石创新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仟亿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特利尔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丽能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地勘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亚特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沁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焦煤集团焦炭集团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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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悦达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双良集团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中益能储热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 高校及科研院所 

北京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工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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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教育社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商丘师范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武汉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徐州工程学院 

浙江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重庆科技学院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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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程安排 
 

2019年 10月 25日全天 
 

08:00—22:00 报    到 

18:00—18:30 省市领导与院士专家见面会 
 

2019年 10月 26日上午 
 

08:00 
大会开幕式及考察 

主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多慧 

08:00—08:15 
致辞：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凌  文 

08:15—08:30 
致辞：中国能源学会会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维斗 

08:30—08:45 致辞：聊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爱军 

08:45—09:00 致辞：信发集团董事长                         张  刚 

09:00—12:00 参观考察信发集团：○1 汽车自动无尘卸煤系统，○2 火车

智能无尘卸煤系统，○3 粉煤灰、渣蒸压砖生产线，○4 脱

硫石膏粉生产线，○5 粉煤灰、脱硫石膏生产砌块车间， 

○6 6x66 万KW“高效超超临界机组”集控室，○7 大型城市

中水回用处理车间，○8 660KA电解铝集控室，○9 氧化铝

粉自动无尘卸车系统，○10 60 万吨新型炭素成产线，○11

高端铝合金材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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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下午 
 

14:30 
报 告 会：茌平宾馆三楼国际会议中心 

主持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李长明 

14:30-15:10 

报告题目：立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促进能源综合优化转型 

报 告 人：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 

15:10-15:50 

报告题目：信发集团“生态、创新、清洁、高效”的循环 

经济发展理念与实践 

报 告 人：信发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学信 

15:50-16:30 

报告题目：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光伏材料最新研究进展 

报 告 人：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会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永舫 

16:30-17:10 

报告题目：多渠道保障油气能源供应安全的思考 

――可控冲击波技术发展 

报 告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邱爱慈 

17:10-17:50 
报告题目：重离子无创治疗肿瘤技术 

报 告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夏佳文 

17:50-18:00 互动交流 

18:00 当日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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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上午 

 

08:30  
报告会：茌平宾馆三楼国际会议中心 

主持人：中国能源学会秘书长                 张秀龙  

08:30-09:10 
报告题目：燃气轮机军民融合延伸策略研究与实践 

报 告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雪友 

09:10-09:50 
报告题目：绿色能源与我们产业化的进展 

报 告 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李长明 

09:50-10:30 

报告题目：非常规气藏开采渗流理论与开发工程技术 

报 告 人：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副会长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朱维耀 

10:30-11:10 

报告题目：煤化工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报 告 人：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副会长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主任       孙  琦 

11:10-11:40 
报告题目：中国燃煤火电的发展方向 

报 告 人：清华大学教授                     毛健雄 

11:40-12:00 互动交流 

12:0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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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分媒体报道摘录 

时间 媒体名称 标题 

2019/10/26 中国电力新闻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召开 

2019/10/26 东方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开幕 

2019/10/26 中国化工报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6 山东卫视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6 海报新闻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开幕式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6 中国文化传媒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开幕 

2019/10/26 快资讯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开幕 

2019/10/26 齐鲁网闪电新闻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6 新浪微博话题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2019/10/28 聊城日报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28 聊城新闻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28 聊城视窗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市茌平区举行 

2019/10/28 科学智库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召开 

2019/10/28 聊城政府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28 聊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28 聊城晚报 科学家论坛为何能在聊城召开 

2019/10/29 新华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9 祖国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29 中国煤炭新闻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山东茌平举行 

2019/10/29 东方财富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30 大众日报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30 齐鲁晚报专版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茌平举行 

2019/10/30 中国经济新闻网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30 《中国能源》杂志社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举行 
2019/10/31 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成功召开 
2019/10/31 中国能源学会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成功召开 
 
  

http://www.cpnn.com.cn/zdyw/201910/t20191026_1172511.html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191026/u7ai8881429.html
http://www.ccin.com.cn/detail/38a6bd88e2062ddf494e8c35ffd8af0e/news
http://v.iqilu.com/sdws/wswjxw/201910/26/4732597.html
https://w.dzwww.com/p/3897588.html
http://www.ccdy.cn/difang/sd/gonggong/201910/t20191026_1420623.htm
https://www.360kuai.com/pc/9935358f6c7803cb4?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http://news.iqilu.com/shandong/zhengwu/zwxw/2019/1026/4367213.shtml
https://s.weibo.com/weibo?q=%23%E7%AC%AC%E5%8D%81%E5%B1%8A%E4%B8%AD%E5%9B%BD%E8%83%BD%E6%BA%90%E7%A7%91%E5%AD%A6%E5%AE%B6%E8%AE%BA%E5%9D%9B%23&from=default
http://lcrb.lcxw.cn/shtml/lcrb/20191028/index.shtml
http://news.lcxw.cn/liaocheng/yaowen/20191028/838397.html
http://www.lcbtv.com/v/shujishichang/shuji/2019/1028/2620.html
http://thinktank.sciencereading.cn/booklib/v/newsdetail/122/0/550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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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第第十十届届中中国国能能源源科科学学家家论论坛坛在在茌茌平平举举行行
以“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邀请专家共话发展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 10
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能源学
会和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主
办，中共聊城市茌平区委、聊城
市茌平区人民政府以及信发集
团承办的“第十届中国能源科
学家论坛”在茌平区隆重举行。
论坛以“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
建设”为主题，邀请20位中国工
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及相关
科研院所企业专家参加，山东
省副省长凌文，聊城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爱军受邀
参加。茌平区领导、区直有关部
门、企业，信发集团有关人员等
共约270余人参加活动。

10月26日上午7点35分，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开幕式在茌平宾馆举行，开幕
式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多慧主
持，山东省政府副省长凌文，中
国能源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倪维斗，聊城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爱军，信发
集团董事长张刚分别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院士与专
家一行参观考察了信发集团，
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信发表了

“信发集团‘生态、创新、清洁、
高效’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与
实践”的主题报告，与会的院士
专家直观、系统地了解了信发
集团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
电共舞，创新谋动，循环发展的
实践与探索，提供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信发
模式”。

此次论坛期间，中国工程
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
等10位院士作主题报告，围绕
煤炭清洁利用、聚合物太阳能
电池光伏材料、保障油气能源
供应安全等方面总结改革开

放四十年以来能源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分享能源发展的前
沿科技信息，分析当前面临的
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对未来中
长期能源发展作出科学展望，

更好地建设清洁低碳、生态文
明、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
供了高水平的行业学术交流
平台，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把脉
问诊。

据悉，信发集团为国家第
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试点企业、全国节能降耗先
进单位、山东省循环经济示范
单位。

1 0月 2 5日，聊城茌平区
大街小巷彩旗飘飘，展板条
幅迎风而立，“第十届中国能
源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
的召开让这座刚由县改为区
的 小 城 显 得 格 外 的 生 机 勃
勃。这届能源科学家论坛邀
请了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
科学院的20位院士。

2 6日，多位院士围绕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聚合物太
阳能电池光伏材料、多渠道

保障油气能源供应安全等方
面作了主题报告，分享了能源
发展的前沿科技信息，分析了
当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把脉问诊，
达成了能源革命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引擎的共识。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说，
我国能源革命的关键是能源
技术革命，能源技术革命的
实质是能源转换的革命，其目

标是对能源的有效驾驭和高
效转换，只有颠覆性技术才能
有效促进能源的低碳转型。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
说，北方清洁取暖要多种能
源形式共存，现在国家提出
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
煤，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大
家纷纷点赞，将来还能宜核
则核。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
说，当前我国能源领域最重

要的就是能源技术创新与发
展，一定要用好煤，千方百计
安全高效清洁的使用煤，另
外就是要大力发展太阳能和
循环经济，还需要我们能源
人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副
会长、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
究院主任孙琦博士说，我国
国情决定了能源的困局和严
重环境污染的挑战，有限资
源 的 合 理 高 效 使 用 迫 在 眉

睫，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的
革新势在必行。煤炭作为原
料，煤制乙醇，乙二醇有一定
的竞争力。

今年 8 7岁高龄的中国能
源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倪维斗更是多次强调，煤
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一篇大
文章，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
做，不应“妖魔化”煤电，要不
断推进煤电的清洁生产和技
术进步。

20位院士齐聚茌平，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把脉问诊

论坛期间，院士们在讲话
中高度重视煤炭的清洁高效利
用，而这正是“第十届中国能源
科学家论坛”在聊城茌平区召
开的原因，也是这些耄耋之际
的老院士、老教授、老专家不远
千里来到这里参加这次论坛的
原因，因为这里有信发集团，一
家循环经济理念发展经济的模
式，实现了清洁生产，仅通过发
展循环经济每年可创造的效益
达 7 0多亿元的现代化先进企
业。

这里有着集世界先进技术
和装备于一身的66万千瓦高效
超临界机组。而且660千安电解
铝项目是世界上槽型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生
产成本、人均效率、综合交流电
耗等技术指标均达到世界最好
水平。

26日上午，开幕式结束后，
院士与专家一行参观考察了信
发集团。“这是我们投资14亿元
建设的火车智能卸煤系统，它
采用全自动双翻翻车机卸煤，
39秒就可以卸完两车厢的煤。
只需一人操作，就完成了原来
200人的工作量。”可煤卸到哪里
去了？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信
指了指地下。

进煤不见煤。信发集团将
环保工作关口前移，把输煤系
统从看得见的地上移到了看不

见的地下30米，从源头上控制
了污染物的产生。卸下的煤通
过地下输送皮带直接送入锅炉
燃烧，多余的煤则由专用皮带
输送到相邻的干煤棚。一位院
士在厂房地上抹了把，没有留
下一丝灰尘，他激动地对张学
信竖起大拇指。

作为一家大型铝电联营的
现代化民营企业，信发集团坚
持以循环经济规划为先导，通
过构建企业间的工业共生关
系，形成了三大循环经济板块：
一是以煤矿开发、发电、供热为
主的热电板块；二是以铝土矿
开发、氧化铝、电解铝、碳素，以
及铝深加工为主的铝产业板

块；三是以盐矿开发、液碱、石
灰、电石、聚氯乙烯及精深加工
为主的化工板块。各链条之间
环环相扣，又相互关联，形成了
最具产业规模和独具特色的产
业集群，率先在全国同行业中
实现了热电平衡、铝电双赢的
最佳产业模式，消除了铝工业
发展过程中的高污染、高能耗。

以热电、氧化铝、电解铝为
中心，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形成循环经济链网，使能源和
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信
发集团的热电厂除了向氧化
铝、电解铝、电石等工序和工业
园区供电外，还向氧化铝工序
和工业园区、城区居民供气供

暖，实现了热电联产，大大降低
了发电煤耗。利用聚氯乙烯工
序排出的具有高碱性的电石
泥，代替石灰用于氧化铝生产
和燃煤电厂脱硫，电厂烟气脱
硫后生成的脱硫石膏，用于生
产石膏粉和纸面石膏板；电厂
锅炉排出的粉煤灰用于制砖等
建筑材料。

据统计，信发集团仅通过
发展循环经济每年可创造的效
益达70多亿元。信发集团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按照循环经济
理念发展经济的模式，大大节
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实现了
清洁生产，是实现现代化先进
企业的重要方向。

实现清洁生产，仅循环经济每年创造效益70多亿元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
力，也是贯穿于整个循环经济
体系中的理念性的指导思想之
一。

截至目前，信发集团拥有
专利312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283项，发明专利29项。2018年，
信发集团各公司大小创新共计
821项，增加经济效益50万以上
的项目220项，全年投入创新资
金2 . 6亿元，增加经济效益13亿
元，集团内有440名技术人员申

报了工程师，获得授权专利59
项，5项技术成果获得省委、省
政府的表彰。

把创新作为企业文化，积
极鼓励和推动，让干部员工围
绕安全环保、技术革新、工艺改
进、提效增收、节能降耗、修旧
利废、闲置物资再利用等方方
面面进行创新。信发还支持冒
险，鼓励冒尖，形成人人想创
新、人人能创新的局面。

信发对所有企业的生产管

理过程也大胆创新，最大限度
地提高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
生产率。信发茌平工业园区电
厂正在运行的6台66万千瓦级高
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只设一
名厂长，没有副厂长。园区内整
个电解铝生产线的集控室只有
一人值守。

信发集团的发展理念是紧
跟时代，坚持先进技术和装备
的高水平发展。经过多年发展，
信发集团在发电、电解铝、氧化

铝、烧碱、碳素、化工等领域都
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在装备水
平、劳动效率、经济效益等方面
都处于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
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循环经济发展的信发模式
为铝电行业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路
径，成为引领铝电行业绿色、循
环、洁净、高效、可持续发展的
新实践。

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和代

表们参观了信发集团后纷纷点
赞，认为信发集团简洁、易于操
作的循环经济运行方式，在运
行上实效显著、经济上效益明
显，其方式很容易借鉴，理念及
措施好懂、实用。这种独具特色
的做法看似简单，但从现实的
实际层面上，更有科学创新的
空间，非常具有推广的现实意
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刘明明

创新引领绿色蜕变，信发集团拥有专利312项

今日本报B叠4版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26日，“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开幕式在茌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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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届论坛回顾 

 首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时间：2009年6月7日 

大会地点：北京建银大厦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 

 

 第二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主题：高碳能源资源低碳化利用 

会议时间：2010年10月18日至19日 

大会地点：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 

主办单位：中国矿业大学、中国能源学会 

协办单位：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 

 

 第三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时间：2011年10月20日至23日 

大会地点：北京鸿府大厦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协办单位：四川大学、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北京环境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 

 

 第四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时间：2013年1月11日至13日 

大会地点：北京京燕饭店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协办单位：肇庆市顺鑫煤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第五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时间：2014年1月5日至7日 

大会地点：上海正地豪生大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协办单位：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学会煤化工专委会、上海电力学院 

 

 第六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时间：2015年8月14日至16日 

大会地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承办单位：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 

协办单位：国家能源新材料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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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主题：创新驱动、科技发展 

会议时间：2016年8月25至27日 

大会地点：潍坊新富佳悦大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承办单位：山东瑞其能电气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国家能源充填采煤技术重点实验室、河北工程大学、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流体及动力机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华大学） 

会议特色：与会院士、专家及代表参观考察了山东瑞其能有限公司昌邑风电场 

 

 第八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主题：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生态绿色、开放共享 

会议时间：2017年8月20至22日 

大会地点：银川万达嘉华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承办单位：江苏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九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主题：清洁、安全、绿色、经济 

会议时间：2018年9月18至19日 

大会地点：银川宝什利德酒店 

主办单位：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承办单位：宁夏能源协会、中国能源学会煤化工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煤炭学会 

支持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会议特色：与会院士、专家及代表参观考察了“神华宁煤400万吨煤制油项目” 

 

 第十届中国能源科学家论坛 
会议主题：能源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6至27日 

大会地点：山东茌平宾馆 

主办单位：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与环境学会 

承办单位：中共聊城市茌平区委、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信发集团 

会议特色：与会院士、专家及代表参观考察了信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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