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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能 源 学 会 
 

                        中能学函〔2022〕10 号 

 

关于设立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的公告 

 

为遵循着“科学办会，民主办会”的思想原则，围绕着

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三大职责，持续健康高

质量发展和完善会员服务体系。 

为更好的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愿景，经学会研究决定，

任命房昆同志担任碳中和专业委员会主任，陆诗建同志担任

秘书长；碳中和专业委员会聘请中国工程院孙金声院士、中

国工程院郭旭升院士担任名誉主任；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为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的配套服务执行

机构，执行机构开展行业工作需向中国能源学会报备。 

特此公告。  

附件 1：“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附件 2：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简介 

附件 3：中国工程院孙金声院士简历 

附件 4：中国工程院郭旭升院士简历 

附件 5：房昆主任简历 

附件 6：陆诗建秘书长简历 

                                中国能源学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2 

 

附件 1 

“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 建立信息平台。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碳中和的政策、

市场和技术方面的最新动态信息，实时共享； 

(二) 推进行业内合作。依托专业技术优势，发挥专业委员

会成员与能源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桥梁纽带，推动能源领域碳

中和技术的创新、研发、推广及应用，指导“双碳”示范性

项目落地实施； 

(三) 开展碳中和前沿研究。调查、研究、收集、分析并及

时发布碳中和技术信息与项目信息，为专委会成员及能源行

业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咨询、经验交流、互帮互助的平台； 

(四) 承担碳中和方面服务。定期开展碳中和技术研讨、学

术交流、经验分享等形式的会议，并提供技术培训、考察访

问、人才培养等服务； 

(五)认真完成中国能源学会交办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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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简介 

一、公司概况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北京设计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分

公司”）是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简称“CPECC”） 下属主

营国际业务的分公司，在油气田开发地面工程、油气储运、

水处理、新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化、CCUS 等领域为客户提

供油气水样物性分析、药剂筛选、可研/开发方案、勘察测

量、概念设计、基本设计、详细设计、采购服务、工程总承

包、药剂及油气设备供货等一体化全产业链的解决方案。 

北京分公司业务覆盖全球主要产油区近 30 个国家，先

后为中石油、中海油、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壳牌、道达

尔、埃尼、马国油、联合能源、科威特能源、泰国石油、

SONATRACH、挪威石油公司、卢克石油、俄气、ANDNOC、KOC、

QP 等全球主要石油公司提供以咨询设计，采购和项目管理等

服务，熟悉国际项目管理程序、国际标准规范，尤其对中东、

非洲、中亚、南美等地区规范标准以及当地要求理解深刻，

是一家具有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咨询能力的专业公司，在阿联

酋、伊拉克、尼日尔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 

二、发展情况 

北京分公司目前现有员工 1000 多人，具有高级职称员

工 219 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占比 73%，大学及研究生学

历占比 93%。北京分公司拥有注册项目经理、一二级建造师、

咨询工程师、安全工程师、一二级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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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工程师、油气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各

类执业资格人员 400 余人。另外，目前分公司聘用外籍员工

176 人 (涉及公司管理、项目管理、专业技术、合同、采办、

费用控制、市场投标、人力资源、财务及行政管理等专业，

分别来自加拿大、印度、菲律宾、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 10

多个国家）。 

北京分公司拥有在全球执行大中型油气田地面工程的

咨询、设计、项目管理及工程承包项目的丰富经验，在陆上

大型油气田油气集输技术和地面工程设计方面具有突出的

技术和管理优势，在油气长输管线和油气储库项目的勘察设

计方面也拥有丰富经验，新能源、数字化、CCUS 等新领域发

展迅猛。先后完成了科技攻关项目 42 项，获得国家专利 136

项，专有技术 50 项，国家级奖项 18 项，省部级奖项 117 项。 

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1.玉门油田玉门东镇 200MW 光伏并网发电示范项目 

该项目位于玉门油田玉门东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200MW 光伏电站一座，建设 110KV 变电站一座及配套 110KV

送出线路及电站附属设施及其相关配套建构筑物等；实现全

容量并网发电。项目进度已达到 100%，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目前二期 150MW 光伏发电和配套水电解制氢一体化项

目，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2. 广东 1 万吨/年烟气 CO2 捕集与固碳（CCUS）示范工

程 EPC 总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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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建

设的首个燃煤电厂烟气 CO2捕集和碳铵固碳项目，具备 1 万

吨/年烟气 CO2捕集与固碳能力，建成投产后年产 1.8 万吨碳

酸氢铵、1850 吨干冰，是佛山市乃至珠三角地区首个 CO2捕

集与碳铵固碳项目，也是国内印染行业的首个 CCUS 项目。

该项目可实现二氧化碳捕集率大于 90%、二氧化碳捕集浓度

大于 99%、吸收剂再生热耗低于 2.7GJ/t CO2指标，整体性能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工业化生产，具有显著的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为我国“双碳”事业发挥重要的示范

引领作用。目前项目正在执行中，计划年底投产，已完成基

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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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孙金声院士简历 

孙金声，油气钻井工程专家，201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2014 年入选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

士。现任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中石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技术总师，油气钻完井

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重

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石油学会工程技术学会副主任，

《Engineering》能源学科编委、《石油勘探与开发》荣誉编

委、《钻井液与完井液》编委会副主任。 

长期致力于油气井工程理论与技术创新，先后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 863、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和省部级重大科技课题 50 余项，解决了许多我国钻

井重大科技及现场突发性技术难题。首次提出水基钻井液化

学成膜理论，发明了化学成膜水基钻井液；揭示了钻井液抗

超高温机理，发明了抗温 240℃高密度水基钻井液和抗温

300℃泡沫钻井流体；探明了复杂结构井井壁失稳及减阻机

理，研发出复杂结构井高性能钻井液。研究成果在塔里木、

新疆、大庆等 20 余个国内油气田及肯尼亚等 12 个国家推广

应用，效果显著，为高效开发我国深部复杂地层油气资源和

获取海外油气资源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均排名第 1），技术发明二

等奖 1 项，省部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7 项；获授权发明专

利 50 余件（美国专利 9 件）；出版专著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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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余篇；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 70 余名；获“何梁何利”科

学与技术奖（2013）、孙越崎“能源大奖”（2014），入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5），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2015），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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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郭旭升院士简历           

郭旭升，男，1965 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地质师，中国石油学会

副理事长，国家地热能源开发利用研究及应用技术推广中心

第四届技术委员会主任，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能源页岩油研发中心管理委员会主

任。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质学专业，

博士学历。主要从事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及勘探工作。 

主持完成《海相碳酸盐岩大中型油气田分布规律及勘探

评价》、《页岩气区带目标评价与勘探技术》等国家重大专项

科研项目，在页岩气和超深层天然气勘探理论技术研究和实

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深化了复杂构造区高成熟页岩

气成藏机理研究，发现了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气

田。针对超深层天然气勘探领域，提出海相碳酸盐岩超深层

天然气富集模式，发现了我国首个超深层生物礁大气田—元

坝气田。应用这些理论技术，带领团队陆续发现了一批大中

型油气田。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３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１

项、一等奖４项，发明专利６项，发表专著 4 部。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首届杰出工程师

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海相天然气勘探创

新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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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房昆主任简历 

房昆，现任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1986 年 4 月生于山东，中共党员，正

高级工程师，获得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杰出工程师、中国

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房昆，自 2007 年参加工作即投身于油气田集输和处理

工程中，一直坚持在工程科研、设计一线，先后参加了土库

曼斯坦 A 区气田地面工程、伊拉克哈法亚油田 2000 万吨/年

地面工程科研攻关和工程设计工作。作为主要技术攻关团队

成员和专题负责人，完成了“单列单台 300 万吨/年重质原

油处理工艺及配套技术”，“油田地面工程数字化管理系统技

术”，“海外油田孤网燃气电站及配套技术”三项技术成果，

整体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承担完成主要贡

献人员出版著作 1 部，编制企业标准 1 项，荣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获得省部级优

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4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发表

文章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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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陆诗建秘书长简介 

陆诗建，中国矿业大学研究员，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兼职

教授，浙江大学访问学者。中国能源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委会 CCUS 标准化工作组成员，主

要从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烟气脱硫脱硝与酸气

注入技术研究。先后主持中欧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专题 1 项，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 2 项，四川省科技

厅项目 1 项，中石化技术攻关课题 8 项，参加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 2 项，承担企业横向技术开发项目 10 余项。 

负责了全球最大规模燃烧后 CCUS 项目”胜利电厂 200

万吨/年烟气 CO2 捕集与驱油封存工程”工艺包设计，主持

了全国最大规模碳捕集与咸水层封存项目“国华锦界电厂 15

万吨/年烟气 CO2 捕集与封存工程”可研、工艺包与设计工

作，以及延长石油 36 万吨/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 CCUS 工程、

华电句容 1 万吨/年 CO2 捕集与精制工程、华润海丰 2 万吨/

年 CO2 捕集工程、北元化工 25 万吨/年 CCUS 示范工程、佛

山佳利达环保公司 1 万吨/年 CO2 捕集与碳铵固碳工程、宁

波钢铁 2 万吨/年 CO2捕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等 10余项重点

科研示范项目的工艺包或技术服务工作。截止目前发表论文

120 篇，其中 SCI/EI 41 篇；申报专利 101 项，授权专利 52

项；主编专著 1 部、译著 2 部，参编专著 3 部。先后获得湖

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科技

奖励 8 项，获第十届“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青年奖”、“闵恩

泽青年科技人才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