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biochina.org.cn/

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大会2011
第二

届

2011年11月28日-30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探寻蓬勃发展的中国生物质能市场

超过250位来自全球的生物质产业专家，50位产业

领袖齐聚上海

深入分析生物质全产业市场

同期生物质能产业展览会，产业领袖展现最新科技

及发展

同期两大主题会议，给您一站式了解中国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良机

中国唯一生物质产业创新力评选BE TOP50（中国

生物质产业创新力50强），评选+晚宴拉近与潜在

客户的距离

不容错过的第二届生物质能产业大会:

指导单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

业委员会

中国林学会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上海鸿与智工业媒体集团

承办方：

上海鸿与智工业媒体集团

指定媒体：

《现代能源》杂志



部分上届参会单位：

上届嘉宾感言：

第一届会议照片集锦：

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大会2011
结构一览表

国能生物质集团公司:会议内容丰富，但可惜有些生物质
能技术路线未能涵盖
中节蓝天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组织有序，演讲水平
高，信息丰富，有利于促进业内交流；生物质能利用范
围很广，建议每一个专题更集中些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与业界很多领导专家交流，从
多个演讲中获益匪浅
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沟通充分，会议气氛
很好
普拉克环保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相当尽职，
超越了我们之前的会务目标，下次会考虑加强参与
气候组织:人员专业，演讲内容丰富，对了解生物质能行
业发展起到很大帮助
台湾生能股份有限公司: 与多位代表建立沟通基础，非常
好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很高兴能和你
们合作
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了解了很多急需的发展动态
和技术前沿咨询
中石化: 专业，很好,希望下次能按议题分为几个会场，可
以更有选择的参与
复旦大学: 筹备周全，内容新颖，层次较高，交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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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 11月29日 11月30日
2011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大会暨展览会

同期活动“生物质复合材料助推低碳经济”学术交流会

BE TOP50榜单公布

全体大会
趋势、政策及法规

沼气产业
技术分会场 参观2011中

国国际生物
质能产业大
会暨展览会

2011中国国际生物质
能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开

幕晚宴

生物燃料
技术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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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注册报到

0845 大会主席致辞

0850 快速交流

0900 林业生物质能情况

                 王晓华 副主任   国家林业局造林司林生物质能源办公室

 •中国生物质能利用的方向

 •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在农村的利用发展

 •合理布局生物质电厂，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加快发展生物燃料，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油价

0930 经验与展望：中国农林生物质能产业化实践及

发展

                 庄会永   科技部总经理   国能生物质集团公司

 •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的背景简介

•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建设

•生物质能工业化、产业化发展的分析与展望

1000  纤维素基可降解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金立维 副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

业研究所

 •政府对生物质复合材料的支持政策

              •生物质复合材料如何帮助中国实现节能减排

            •深入分析现今市场，了解对生物化工及复合材料需

求最大的行业 

1030  茶歇&嘉宾交流

1045  麻疯树植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利用进展

                 杨松   主任   贵州大学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1115  21世纪木质纤维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挑战和机遇

 孙建中 江苏大学特聘教授,生物质能源研究所所长 

1200 生物可降解木质天然纤维复合材料研究进展

               何洪城 教授（研究员）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1215  自助午宴

1400 纤维和木质素水解技术  

               淮北中润生物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朱作霖   董事和技术总监 淮北中润生物能源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同步水解”纤维素和木质素实现植物替代石油

的梦想。

1430 用纤维素生物质生产先进生物燃料和可再生化学

品的突破性技术

                      康泰斯（上海）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何翌  副总裁-技术和业务发展  CHEMTEX康泰斯中国

1445  全球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回顾及展望

                        袁振宏   秘书长   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详析全球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历程及趋势

 •探寻全球生物质能市场热点

 •国内生物质能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1515  茶歇

1530 创新产品和人物颁奖仪式

1700 第一天大会结束

1800 晚宴

全体大会     趋势、政策及法规

第一天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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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主席致词及快速交流

0910   生物燃料应用

               康泰斯（上海）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何翌  副总裁-技术和业务发展  CHEMTEX康泰斯中国

0930 现代分离技术在生物质能源领域的应用前景

                       THIBAULT LESAFFRE  市场总监  法国诺华赛分离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1010 生物质废弃物液化制备生物液体燃料和生物基

化学品

张士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

 •生物质废弃物资源状况，生物质废弃物液化制备生

物液体燃料和生物基化学品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1040 茶歇&嘉宾交流

1100 木糖利用酵母工程菌株的构建

                      顿宝庆  副研究员   农科院生物质能发展中心

1130 生物质能源路径实践

                杜风光 总工程师   河南天冠

1200 午宴

1400 木糖联产纤维素乙醇项目简介

王燕 行政中心总经理 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0 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与青霉纤维素酶

             曲音波 主任、教授    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1500 茶歇

1520 微藻生物能源技术发展现状

               刘天中   研究员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1600 参观展会

沼气产业技术分会场 生物燃料产业分会场

第二天

 11月
29日

0900 主席致词及快速交流

0910   BAGGI® 测量 & 分析 
                       Mr Ugo Baggi 总经理 BAGGI S.R.L.  

0940 中国农业生物质能资源 调查与评价

                      田宜水 高级工程师  教授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1010 中国麻疯树生物燃料发展和展望

                      陈放 副主任 四川大学低碳技术与工程研究中心

 •研发进展

• 规模化栽培的方案和策略

• 下游加工的发展

1040 茶歇&嘉宾交流

1100 案例分享

 微生物发酵技术 钢厂尾气制乙醇项目

  盛中克 气体营运中心总裁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全新工艺制备可再生燃料和化学品，不影响食物资
源的新途径

 •工业废水次如何通过有机循环创造价值，并在绿色
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用钢厂尾气生产燃料乙醇

1130 沼气生产和进一步综合运用

               郭荣波  沼气负责人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原与过程研究所 

 •提纯工艺简介及其重要作用

 •应用提纯工艺的投资及产出比

1200  午宴

1400 刺槐能源林培育技术研究

                      马履一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1430  生物质沼气CDM碳融资

马晶晶 能源部门总监 COWI中国

1500  小组讨论

 沼气综合利用模式探讨-最适合中国的模式是什么

 •世界范围的沼气利用模式

 •全球最佳沼气应用案例是否能在中国完全复制

 •沼气产业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跨越这些坎

1600 参观展会

（更新于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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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展览会 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创新力50强
评选颁奖仪式及祝贺晚宴

同
期

活
动

展会日期 2011-11-28 至 2011-11-30

展出地址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单位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上海鸿与智工业媒体集团

 中国林学会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承办单位 上海鸿与智工业媒体集团

会展描述

选择BIOENERGY CHINA 2011 的理由

本届展览会特点：

精品展示：结合品牌企业建立的精品展示区，展现高端品质。 

供需洽谈会：国际化的商贸平台，数量庞大的国内外采购
团，推动商贸合作进程。 

项目推介与商贸洽谈：展会期间，组织生物质能建设项
目推介会，并进行项目合作签字仪式。

精心推广 
展会期间，直接邮寄十万封参观邀请函、五十万张参

观券，通过组委会分批发往海内外客商。成立采购商、观
众组织部门，负责邀请国内外专业观众。 

观众范围

政府/机关单位/农业/林业/畜牧/养殖单位医院/代理商/经销商 

生物质能生产企业/饭店/宾馆/院校/金融机构改造单位/进
出口公司 

科研机构/汽车厂家/工程咨询公司 

生物质发电厂/固废监管部门/投资机构 

能源管理机构/专业用户和集团用户/律师事务所及会计事
务所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RMB8800/ 12m2     

双标展位：RMB16800/24m2 

室内光地（36 m2起）：RMB700/ m2  
标准展位包括：搭建好的展台、地毯、一张洽谈桌、两把椅
子、基本照明设施、一个电源插座（220v）、会场保安、会
场清洁。（注：特装展台自行负担施工管理费和电费）。

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唯一的创新指数榜，BE TOP50以
“总结创新成果，树立创新标杆，驱动产业化发展”为目
标，全面关注、总结生物质能产业链的创新技术、创新产
品、创新企业、创新人物，及在生物质能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商业运营模式探索中作出创新贡献的示范城市和企业，
据此发布生物质能产业链创新力50强榜单。

榜单公布将于2011年11月28日晚，于上海世博展览中
心举行。
评价目的

通过评价活动，总结我国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的经
验，鼓励创新，树立典型，加强生物质能相关企业间的交流
与合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使企业做强做大，加快我
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
参评对象

1.生物质能源生产企业：电力集团、生物质能热电公司、生
物燃料生产商
2.生物质能技术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校
3.生物质能生产配套设备：造粒设备、专用锅炉、发电机
组、热电联产系统、沼气生产及装置等
4.为生物质能产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及企业领导人；
5.生物质能试点利用城市
评价流程

调研   行业推选   报名、初审   公示、征询   专家
评审   榜单发布

报名时间：2011年8月-10月

报名电话：+86 21-31194619

联  系  人：姚靓�

推广服务

为了更好的扩大评价的影响力，促进企业发展，评选活
动将利用多种推广扩大企业的影响力。
1、组织盛大的生物质能产业论坛，发布2011生物质能产业
创新力50强榜单。最大程度地汇聚行业人脉、产业资源，届
时更会邀请国内外知名媒体、生物质能产业的主流媒体，对
获奖单位进行采访报道。
2、在“2011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展览会”上设 “BE TOP50
创新产品展示专区”，获奖企业将获得业界广泛关注。
3、组委会将根据企业报送的相关材料（主要内容包括：企
业简介、企业发展历程、创新成就、运作经营管理经验、典
型成功案例等），编辑出版《2011生物质能产业创新力50
强》专辑，发挥产业黄皮书作用。
《现代能源》杂志“BE TOP50专辑”以及中国生物质能源
网对本次“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大会2011”及展览会，获
奖企业进行专题报道。

欲知详情，敬请登陆www.biochina.org.cn

本届及历届合作媒体



鸿与智集团
HNZ鸿与智总部设于上海，在北京、广州、合肥、宁波、西

安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拥有逾200个媒体产品，涵盖B2B网
站、展览、会议、评选、专业杂志及市场调研。HNZ鸿与智

是国内首要的展会主办单位，也是工业领域最大的会议主办

商以及工业媒体出版商。

　　HNZ鸿与智经营25个垂直行业网站、出版发行16份专业

刊物、每年举办100个专业会议及品牌展览、组织召开多个

行业的行业评选、以及6个行业的市场调研报告。为来自全球

逾200,000名参展商、买家、会议代表、广告商及读者提供高

质量的会面商贸配对、实时市场动向、网上资讯及贸易、行

业信息及采购和市场推广平台。集团办事处遍布中国各主要

城市，在全国各地共有300余名员工。 

联系我们：
2011第二届中国国际生物质能产业大会组委会
项目经理：姚靓

电话：+86 21-3119 4619
传真：+86 21-3127 8665
邮箱：上海市闸北区秣陵路355号上海铁路大厦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