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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分支机构发文 
 

                        电机智慧用能专函〔2019〕5号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智慧用能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关于召开 2019 年全国智慧用能与节能 

技术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央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并全力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

近期，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十九大报告提

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方针、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综合能源、智慧用能、能源互联网、

清洁取暖等相关用能技术方兴未艾，是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重要

抓手。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技术不断进步，

电网企业也提出全力推进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与数字电网建设

战略，将有力支撑我国能源革命的实施。 

为进一步发挥智慧用能与节能工作在推动能源革命、促进能

源低碳化发展中的作用，有效促进智慧用能与节能领域新技术交

流，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智慧用能与节能专委会拟于 2019 年 12 月

13 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 2019 年全国智慧用能与节能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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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论坛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智慧用能

与节能专委会主办，国网节能服务公司、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南瑞集团能效测评中心、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江苏联

宏智慧能源股份公司、国网（江苏）电力需求侧管理指导中心有

限公司、中电联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中心、中国节能协会节

能评估专委会、《中国电力》杂志、《供用电》杂志、《电气时

代》杂志等单位支持。论坛主题为“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慧用能”。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和安排 

会议时间：12 月 12 日-14 日。 

会议安排：12 月 12 日报到，12 月 13 日主论坛，12 月 14

日上午分论坛。 

（二）会议地点 

中国职工之家酒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路 1 号，电

话：010-68576699 转前台）。 

二、参会人员 

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中国电机工程

学会、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南方电网公司系统等单位特邀领导、

专家;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 

2．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智慧用能与节能专委会委员； 

3. 电网公司电能替代、能效管理、营销管理主管、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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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发电公司节能运行管理主管、专职（责）工程师、研发

应用骨干； 

4．钢铁、石油、化工、煤矿、冶金等行业大型企业的供电

（动力）部门主管、专责工程师； 

5．节能服务公司、能效测评机构、需求侧管理中心、行业

协会、学会专家； 

6．电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研发制造企业科研、技

术人员； 

7. 电动汽车制造商、充电网络运行商、电动汽车技术设备

研发、制造企业； 

8. 国际节能运作机构、外国专家等。 

三、会议主要内容 

1.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场景、应用前景 

2.泛在电力物联网与能源电力数字化 

3.泛在电力物联网与能源转型 

4.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智慧用能、智能用电技术、政策与

案例 

5. 综合能源系统技术、综合能源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与政

策解析 

6.基于数字化、大数据的能效管理、节能服务技术与案例 

7.清洁取暖（电能替代）技术、最新政策与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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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储能技术与综合能源系统、政策与案例 

9.电动汽车与车联网技术与案例 

10.售电侧改革与电力需求侧管理、需求响应、能效电厂技

术与政策 

四、会议注册及有关事项 

（一）会议注册缴费方式和时间 

本次论坛实行在线注册和缴费。请参会代表进入中国电机工

程学会网站，点击右上角登录，登录会员系统完成会议在线注册

(如非学会会员请完成“系统用户注册”后完成会议注册),为确

保各位 12月能拿到发票请于 12月 5日前务必完成网上注册及缴

费。网上缴费方式有支付宝、微信、银行汇款等。 

银行汇款：汇款附言请务必填写：“智慧用能”和网上注册

后生成的 “注册编号”。 

户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樱桃园支行 

账号：0200000629003404680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网站：http://www.csee.org.cn/。 

（二）注册费标准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 2000 元/人，非会员 2400元/人（费

用含资料费及餐费）。 

（三）住宿和交通安排 

http://www.csee.org.cn/zh-cn%20点击右上角登录
http://www.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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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不统一安排住宿，参会代表请自行预订酒店。推荐酒

店房源有限，请务必提前一周联系预定房间，会议不安排接送，

请代表自行前往会议地点。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蒲元吉         吴鹏 

电  话：010-51945843  010-66603781 

手  机：13801056720   13691170533   

邮  箱：xhzhyn@163.com   

 

附件：1. 会议议程（初稿） 

2. 参会报名表 

3. 酒店路线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智慧用能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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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全国智慧用能与节能技术发展论坛 

主论坛议程（初稿） 
时间：12月 13日 (星期五) 9:00-17:30 
地点：北京职工之家  
主题：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慧用能 

时间 内容 

9:00-9:05 
介绍与会领导 
嘉宾 

9:05-9:40 

领导致辞 
1、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领导 
2、国家发改委、工信部领导 
3、张运洲，智慧用能与节能专委会主任委员 
4、协办单位致辞 

9:40-10:00 
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慧用能 

  张运洲，国网能源研究院院长 

10:00-10:20 
建筑智慧用能与低碳发展 

院士,待定 

10:20-10:40 
待定 

院士，待定 

10:40-11:00 茶歇 

11:00-11:20 
泛在电力物联网与电力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前景 

国网互联网部领导 

11:20-11:40 
泛在电力物联网与综合能源服务新模式 

国网节能服务公司 

11:40-12:00 
国际智慧能源发展经验分享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国际能源署 

12:00-14:00 午餐 

14:00-14:20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实践 

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20-14:40 
智慧能源互联网技术下的大能源体系实践 

南瑞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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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2月 13日 (星期五) 9:00-17:30 
地点：北京职工之家  
主题：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慧用能 

时间 内容 

14:40-15:00 
泛在电力物联网智能传感方案研究与技术应用 

李喆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学院副教授 

15:00-15:20 
清洁取暖政策动向解析 

国家电力规划中心专家 

15:20-15:40 茶歇 

15:40-16:00 
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大数据应用案例解析 

青岛海尔 

16:00-16:20 
综合能源服务与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实践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16:20-16:40 
储能与综合能源系统 

来小康，中国电科院 

16:40-17:00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李骥总工 

17:00-17:30 会议总结 

 

12 月 14 日上午分论坛安排 

 

分论坛一:清洁取暖技术与政策专题论坛 

研讨内容：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知名专家、电网企

业及知名企业专家，重点围绕清洁供暖与电能替代政策、战略规

划、技术、实践案例等开展研讨。 

时间：12 月 14日上午 

地点：中国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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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综合能源系统与综合能源服务专题论坛 

研讨内容：邀请行业专家、电网企业及知名企业专家，重点

能效管理与综合能源服务政策、园区智慧能源管控、智慧能源试

点项目、综合能源技术、实践及案例、园区能源规划与案例等专

题开展研讨。 

时间：12 月 14日上午 

地点：中国职工之家 

 

分论坛三: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与政策专题论坛 

研讨内容：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专家、知名企业专

家，重点围绕泛在电力物联网与智慧用能技术、政策，泛在电力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场景、应用前景、泛在电力物联网与能源转型；

领域开展研讨。 

时间：12 月 14日上午 

地点：中国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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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表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通信地址  

电 话  传 真  

参会 

代表 

信息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

称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住 宿 □天  1床□    1间□    不住宿□ 

参会 

代表 

信息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

称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住 宿 □天  1床□    1间□    不住宿□ 

此表可复制  

请务必于 12月 9日将附件 2发邮件至 xhzhyn@163.com邮箱（或电

话 010-51945843/13801056720告知），请端正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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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酒店名称：中国职工之家  

会议酒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路 1 号；  

会议酒店电话：010-68576699 

住宿预订推荐  

1、中国职工之家，标准间 650 元/间（左右）（具体价格联系葛

经理） 

联系人：010-68576699  葛经理 13701194981  

2、北京观云轩酒店（距离会议酒店 1.5公里左右），标准间 480 

元/间（含单早）  

联系人：010-80957666  赵经理 13810515398 

3、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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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之家乘车路线 

一、乘车路线 

方案一：乘公交车 1 路、52路、728 路到工会大楼下车即到。 

方案二：乘地铁到南礼士路站西行约 200 米即到。 

方案三：从机场乘民航大巴，西单站下车换乘 1 路、52 路

工会大楼下车即到。 

方案四：从北京站乘 52路工会大楼下车即到。 

方案五：从北京西站乘 52、319工会大楼下车即到。 

方案六：从北京南站乘地铁 5号线至西单换程一号线至南礼

士路西行 200米即到。 

二、驾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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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由东往西，木樨地桥调头直行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

右转即到。 

由西向东，西三环新兴桥左转至复兴门方向，直行至中华全

国总工会大楼右转即到。 

乘坐地铁到南礼士路站下车，向西走 500 米。乘坐公交车 1

路，52 路，728路到工会大楼站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