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海上风电领袖峰会日程 

2018 年 6月 14-15 日 福建·福州  

融侨皇冠假日酒店(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00-1号) 

第一天 2018 年 6 月 14 日 

开幕式 

主持人：秦海岩，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08:30-09:20 

地方政府主管领导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周茂平，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会长 

斯蒂格·乌菲·裴德森，丹麦能源署副署长 

索黎，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挪威创新署中国区总裁 

三峡集团领导 

毕亚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曹志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执行副总裁 

主旨演讲：星辰大海——海上风电市场机遇 

09:20-10:25 
中国沿海省市海上风电开发状况

及发展规划 

福建省发改委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能源局 

10:25-10:45 英国海上风电发展及规划状况 
邓书睿，英国大使馆气候变化及能源

处处长 

10:45-11:05 
中国海上风电开发与消费利用前

景展望 

苏辛一，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规划研究

部新能源规划处处长 

11:05-11:25 全球海上风电市场及产业链展望 周忆忆，彭博新能源财经高级分析师 

11:25-11:45 
中国海上风能资源与大容量机组

发展趋势展望 

翟恩地，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海上业务单元总经理 

主题论坛一：唇齿相依、和衷共济——海上风电领袖对话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11:45-12:30 

邀请国内外开发商与整机企业，围绕中国海上风电发展目前面临挑战

进行探讨，着重围绕产业链整合、开发规划及金融扶持政策、传统油气行

业向海上风电行业转型，海上风电经济效益等问题展开；同时邀请欧洲海

上风电国家行业代表就欧洲海上风电项目招投标“零补贴”、成本降低等

发展经验进行分享。 

拟邀请嘉宾：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 

中国三峡集团 

Jon Dugstad，挪威国家能源伙伴风能与太阳能部门总监  



Erik Kjær, 丹麦能源署特别顾问 

地方主管部门领导 

翟恩地，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海上业务单元总经理 

谢荣兴，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林崇，福建省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翼，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刘路平，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主要海上风电开发商 

12:30-14:00 午餐 

主题论坛二：大国重器——海上风电大型机组高峰论坛 

主持人：秦海岩，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14:00-14:15 海上风电“大”时代 
赵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兼海上业务单元副总经理 

14:15-14:30 
中国海上风电如何迎接竞价新时

代 

魏辉,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海上

解决方案部长 

14:30-14:45 中国海上低风速抗台风技术 
叶凡，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解

决方案总监 

14:45-15:00 6.0MW验证之道 
黄轩，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海

上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15:00-15:15 大不一样，大有所为 
张海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15:15-16:00 

海上整机商 CTO对话 

——海上风电向大型化、深海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参与嘉宾： 

赵祥，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海上业务单元副总经理 

谢德奎,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海上产品线总经理 

贺小兵，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总工程师 

缪骏，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副总裁 

肖帅，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晓萍，湘电风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莫尔兵，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主题论坛三：中挪海上风电国际合作专题论坛及对接会 

主持人：索黎，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挪威创新署中国区总裁 

13:30-13:35 主持并致开幕词 
索黎，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挪

威创新署中国区总裁 

13:35-13:45 致欢迎词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中国能源研

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3:45-13:55 挪威国家能源伙伴机构介绍 Jon Dugstad，挪威国家能源伙伴风



能与太阳能部主任 

13:55-15:25 挪威重点企业推介 

马静怡，挪威国家石油中国办公室资

深分析师 

Per Engaard Haahr，挪威船级社可

再生能源认证亚太区总经理 

Nils-Olav Digre，Imenco 市场销售

总监 

陈景鑫，佐敦风电行业经理 

Petty Leung，StormGeo香港分公司

董事总经理 

Johannes Røren，乌斯坦集团中国区

总裁 

Svein Ove Haugen，Uptime 

International市场销售经理 

Nicholas Dent，威盛集团全球风能

事业董事总经理 

James Desantis，玫海伟尔特海洋石

油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15:30-16:30 对接会 

主题论坛四：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上风电分会成立大会暨海上风电工程技术论坛 

主持人：翟恩地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上风电分会秘书长 

16:00-16:10 
秘书长介绍与会领导嘉宾及协会

概况 

翟恩地，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上

风电分会秘书长 

16:10-16:20 协会领导致辞  

16:20-16:25 揭牌仪式  

16:25-16:35 海上风电分会 会长讲话 
蔡绍宽，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上

风电分会会长 

16:35-16:50 兴化湾项目或相关项目建设情况 
孙强，长江三峡集团福建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16:50-17:05 
海上风电一体化载荷计算及设计

创新 

张新刚，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上风电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17:05-17:20 海上风电工程设计案例分享 
Søren Juel Petersen，丹麦 Rambøll

集团全球市场总监 

17:20-17:35 
台湾海峡岩质海床海上风机嵌岩

桩基础设计 

甘毅,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新能源院副院长 

17:35-17:50 海上风电运输与安装 
Per Eske Fenger，丹麦 Liftra公司

首席执行官 

19:00-20:30 欢迎晚宴 



第二天 2018 年 6 月 15 日 

主题论坛五： 

匠心独运，精雕细琢——海上风电技术创新与质量控制论坛 

主持人：蔡绍宽，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上风电分会会长 

09:00-12:00 

海上风电工程解决方案优化设计 
黄冬明，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总经理 

6-10MW 双驱动电变桨案例及研究 
江显平，埃斯倍风电科技(青岛)有限

公司总经理 

用于高压交流和高压直流海底电

缆的挤出型交联聚乙烯绝缘系统 

周悦，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技术

经理 

海上超大叶片的技术特点及挑战 
赵楠，艾尔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区研发和海上产品总监 

海上风电项目认证与关键风险管

控 

黄宇同，鉴衡认证风能事业部检测服

务部副部长 

主题论坛六： 

栉风沐雨、运筹帷幄——海上风电智能运维、管理及配套服务论坛 

主持人：侯玉菡，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市场总监 

海上风电运维 

09:00-09:15 海上风电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王九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电产业集团海上业务单元海上风电

设计研究院海上风机工程及运维技术

室副主任 

09:15-09:30 开启海上风电运维的智慧模式 
王冬冬，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德风科技执行总经理 

09:30-09:45 
全生命周期专业运维技术，最大

化提升客户价值 

曹宇，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服务分公司海上运维部部长 

09:45-10:00 海上风电场智能运维探索 
刘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海上运维中心经理 

运输与安装 

10:00-10:15 
James Fisher 公司海上运维案例

分析 

Richard Beattie，James Fisher公司

亚太区总监 

10:15-10:30 
兴化湾项目对福建港口经济发展

的作用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10:30-10:45 海上风电运维整体解决方案 
蒋宗训，福建船舶工业集团福建海上

风电运维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45-11:00 优化海上作业的效率与安全 
Nicholas Dent，挪威威盛集团全球风

电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配套服务 



11:00-11:15 
直升机在海上风电运维与救护方

面的应用 

Bertrand Tessier，空中客车直升机

海上风电及油气市场高级经理 

11:15-11:30 海上风电安全培训与管理 
马春玲，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上业务单元安全培训中心主任 

11:30-11:45 海上风电风资源保险（暂定） 
许南，瑞再企商保险天气及能源业务

发展副总裁 

11:45-12:00 现代化海洋牧场研究与展望 
张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士/研

究员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项目参观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