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广州）城市能源与环保合作研讨会

U.S.-China (Guangzhou)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Workshop

【时 间】2018 年 11 月 7日（星期三）9:00-17:00

【地 点】广州花园酒店三楼芍药-玉兰厅，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68号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

【支持单位】国家能源局

美国贸易发展署

广州市发改委/能源局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活动背景】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US-China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是 2009年由24家美国企业

通过政府官方对话成立的非盈利政企合作伙伴平台，由中国能源局、商务部以及美国商务部、

美国能源部和美国贸易发展署五大政府部门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致力于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

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商业合作。

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CCUD）和美国贸易发展署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共同签署的 “中美能源合作城市系列研讨会” 合作协议，ECP 作为该项目的执行方，

在中国选择八个重点省份城市举办研讨会，通过城市商业示范项目推广可操作、可持续、可复

制的商业模式，为城市和中美优秀企业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领域涵盖城市规划、技术示范、

战略合作、项目投融资和电力建设等，助力中国城市发展建设。

【研讨主题】城市分布式能源、城市电力发展、环保技术、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基础设施

【拟邀中方单位】广东省电力公司，广东省设计机构/公司，广东省环保公司

【美方企业代表】

Altec 阿尔泰克，Aquatech 阿奎特，Autodesk 欧特克软件，E&Y 安永，EATON 伊顿电气，

Emerson 艾默生电气，GE 环保，Green Fund 中美绿色基金，Johnson Controls 江森自控，

3M，OrganicaWater 奥甘内卡水务，Andrews Kurth 何威安卓律师事务所，Lutron 路创等



日 程

 08：30-09：00 签到

 09：00-09：40 主持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刘悦

 领导致辞：美国贸易发展署东亚区项目主任 温凯时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领导 （邀请中）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环保科技卫生官员 石凯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领导

 09：20-09：40

主题演讲：低碳、绿色、智慧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演讲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裴爱国

 09：40-10：00

主题演讲：3M创新科技助力能源高效可靠绿色化发展

演讲人： 3M电力产品事业部 中国区技术总经理 翁捷

 10：00-10：20

主题演讲：广州智能电网规划和发展

演讲人： 广州市供电局有限公司

 10：20-10：40

主题演讲：城市电力（光伏）绿色安全运行-标准先行

演讲人： 上海睿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咨询培训师 张少为

 10：40-11：00

主题演讲：安全可持续城市发展-单回路电力线路不间断供电解决方案
发言人： 阿尔泰克公司 中国区总经理兼首席代表 李易轩

 11：00-11：10 茶歇

 11：10-12：00 对话： 能源环保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嘉宾：

 广州燃气公司

 兴业太阳能研究院院长 罗多

 南方电网 （邀请中）

 美国何威安卓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马克•瑟伯

 伊顿电气 政府事务总监 孙洋

 江森自控 高效机房专家 曾振威



 12：00-12：10 会议总结

 12：10-14：00 午餐

 14：00-17：10

下午 主持人：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主任 马莉

 14：00-14：20

主题演讲：佛山燃气对城市燃气业务发展和展望

演讲人： 佛山燃气

 14：20-14：40

主题演讲： 花园式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的未来

演讲人： 奥甘内卡水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拓展经理 倪巍

 14：40-15：00

 15：00-15：20
主题演讲：化食物残剩为城市源动力
演讲人： 艾默生 爱适易华南区工程主管 秦斌

 15：00-15：20
主题演讲：工业高浓盐水的处理与分盐零排放案例分享
演讲人： 阿奎特（广州）水处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祥东

 15：20 幸运大抽奖

 15：30-15：40 茶歇

 15：40-16：00

主题演讲：工业锅炉脱硫除尘技术和电厂废水零排放技术

演讲人： GE 发电 销售总监 陈韩斌

 16：00-16：20
主题演讲：GREEN YES—净零能耗 BIPV 建筑助力智慧低碳城市
演讲人： 兴业太阳能研究院 院长 罗多

 16：20-16：30

会议总结: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 ECP

 16：30-17:00 城市企业对接会

分布式能源：中方城市/园区/企业与美方公司

城市电力： 中方企业/机构与美方公司

环保技术： 中方城市/地方环保局/园区/企业与美方公司



美国企业介绍

Altec 阿尔泰克：世界顶尖级机械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自 1929

年成立以来，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力，通讯，石油，市政，建筑，公路，航空，园林等领

域; 客户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接行业：电力企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单位、工程承包公司、地铁、机场、高铁电力配

套运维单位

Aquatech 阿奎特集团：于 1981 年成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成立 37 年以来，阿

奎特一直致力于工业水处理技术研发和市场供应，是全球工业水处理领域的技术和市场领

导者，目前主要从事工业给水处理、复杂废水回用、液体零排放及分盐、海水淡化等。 阿

奎特提供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原水处理，离子交换，膜工艺，废水循环和回用，零排

放，蒸发器与结晶器，及海水淡化系统等。在过去的 37 年里，阿奎特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

提供了 1600 多个项目，涉及的行业包括发电，化工，石化，制药，微电子以及其他行业。

阿奎特在全球具有项目执行与管理的能力，可以满足全球不同项目地区的要求。针对国内

各种不同产业聚集的工业区污水，阿奎特可以提供各类工业废水的回用、零排放技术，包

含：高盐废水、复杂浓盐水、染整与电镀废水、含油废水等。

对接行业：发电，化工，石化，制药，微电子、环保和工业污水处理等

Autodesk 欧特克软件： 世界领先的设计和数字内部创建资源提供商。Autodesk 提供的软

件和 Internet 门户服务，借助设计的威力，推动客户的业务。向工程和设计领域提供服务。

Autodesk 全球用户数量超过四百万。在美国境内的《财富》 500 家工业和服务公司中，

90% 是 Autodesk® 客户。

对接行业：设计院、开发商、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单位、水务集团、住建系统、城建集团

E&Y安永：全球领先审计、税务、财务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之一，以深刻的洞察力和优质

的服务有助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和经济体建立信任和信心，通过加深信任度让资本流动更

顺畅，帮助投资者作出更明智的决策，帮助企业持续发展，通过安永全球业务网络和规模

与客户展开有关经济体和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的讨论。

对接行业：环保、投资



EATON 伊顿电气： 是一家逾百年历史的美国财富 500 强，是全球领先的多元化工业产品

制造商。公司始创于 1911 年，1923 年在纽交所上市。 伊顿致力于成为“全球商业动力之

源”，帮助客户更可靠、高效、安全地管理电力、流体及机械动力，应对全球最棘手的能源

挑战。入选“全球 100 大最具创新力公司” 、 “全球最具商业道德公司” 、 “全球可持续发

展 50 强” 等。

对接行业：能效改造、智慧城市

Emerson 艾默生电气：（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 EMR ）成立于 1890 年，总部位于美国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拥有 60 多家业务单元，是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全球领袖，通过网络

能源、过程管理、工业自动化、环境优化技术、及商住解决方案五大业务为全球工业、商

业及消费者市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对接行业：电力企业、发电集团、城市水务、生物质、环保集团

GE 环保： 2015 年 GE 收购阿尔斯通电力与电网公司后，整合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环保公司

之一： GE 环保（GE 公司环保控制系统事业部）。GE 环保的亚洲总部设于北京，拥有 300

多人的专业团队和极强的项目执行能力，为电厂和工业企业提供海水脱硫、干法和半干法

脱硫、湿法脱硫、干湿式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SCR 脱硝、VOC 脱除技术和电厂废水零

排放技术和产品。

对接行业：发电企业、工业高耗能企业

Green Fund 中美绿色基金：曾用名：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中美建筑节能基金，

是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由中美政商两界共同倡导，建议设立的一个纯市场

化的绿色引导性基金。

对接行业：绿色建筑、能效改造、智慧城市、绿色乡村、清洁能源

Johnson Controls 江森自控：全球多元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者，致力创造完美协调的

智能建筑、高能效解决方案、集成式基础设施以及新一代交通运输系统，实现智慧城市和

社区。

对接行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单位、城建集团、开发商、绿色建筑、建筑改造



3M： 创建于 1902 年，全球总部位于美国明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多

元化科技创新企业，3M 的产品和技术早已深深地融入人们的生活。100 多年以来，3M 开

发了近七万种产品，从家庭用品到医疗产品，从运输、建筑到商业、教育和电子、通信等

各个领域。

对接行业：电力企业、发电集团、绿色建筑、建材

OrganicaWater 奥尼卡水务：本地化的污水处理专家奥尼卡给城市和郊区带来极富创意的

污水处理方案。运用集成活性污泥体系，利用生长在自然植物或人工设计的具有专利的生

物介质根系结构上的生物膜来完成污水处理。所有的根系结构皆位于结构紧凑、无气味的

温室花园外观设施中。与其他传统污水处理技术比较，奥尼卡的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占地

面积和碳排放量，而且降低了运行和基建成本。奥尼卡的污水处理厂不仅仅是一座污水处

理厂，它更是一座处理污水的花园，有效地实现了污水回用，特别是在碳排放和气味作为

重要关心议题的人口稠密地区，达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

对接行业：设计院、开发商、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单位、水务集团、住建系统、城建集团

Andrews Kurth 何威安卓律师事务所：于 1902 年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成立。何威安卓律

所的北京代表处专长于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并与其美国办公室及各国际办公室紧密合作，

为众多大型战略性项目和方案提供全球法律服务。

对接行业：能源、基础设施

Lutron 路创公司：路创中国是路创公司于 2004 年在大中华区组建的分公司。此前路创在

中国的业务已经开展了十多年，在大中华区最早的项目是 1988 年香港的首个大项目：香

港君悦酒店。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路创中国公司已经完成了诸多大项目，如：中国银行

总部，台北 101 大厦，环球金融中心谷歌办公室，摩根斯坦利办公司，湖州喜来登大酒店，

诺华中国研发中心园区，上海中心办公分区智能电动窗帘等。

对接行业：能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