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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循协发〔2015〕86 号 

 

关于召开 2015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首

次提出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今年 10月将召开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描绘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最新蓝图、对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必将为循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为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定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在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召开

“2015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论坛主题是，共话“十三五”：

绿色化背景下的循环经济。论坛分为主论坛和产业循环经济、资

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清洁生产五个平行分论坛，

以及投融资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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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论坛时间：2015年 10月 31日—11月 1日，2015年 10月 30

日代表注册报到。 

论坛地点：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外大街真武庙路 1号。 

二、参会人员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员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相关司局

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有关行业协会代表，有关城市、园区、

相关企事业单位、投融资机构，有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专家

及新闻单位代表。 

三、参会事宜 

（一）报名时间：请参会代表于 2015年 10月 10日前将回执

表发至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秘书处； 

（二）报名方式：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协会网站、

微信客户端报名； 

（三）参会费用：会员 2400元/人、非会员单位 2800元/人，

含会议费、资料费和会议期间餐饮，不含交通和住宿费； 

（四）注册方式：为便于统筹做好会议组织和服务工作，请

参会代表于 2015年 10月 15日前完成注册手续，将参会费用汇至

协会账号：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铝大厦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账    号：1100 1117 6000 5900 0030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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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88332232，82290313转 890/877/876/875 

传    真：010-88334622 

网    站：www.chinacace.org 

邮    箱：cace@chinacace.org 

联 系 人：蔡晶、赵璐、陈年龙、凌敏、安杰 

 

分论坛联系人： 

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魏浩杰  13810664883 

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            屈传堂  15120009322 

再制造分论坛                  徐敬铭  13488862575 

垃圾资源化分论坛              张  凯  13683569443 

投融资分论坛                  陈年龙  15011514327 

清洁生产分论坛                高  雅  13911287424 

 

附件： 

1.论坛暂定议程 

2.参会回执表 

3.企业融资需求调查表 

4.地理位置图 

 

 

 

2015 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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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论坛议程（暂定） 
 

时  间 议    程 

08:30—12:00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执行会长赵家荣 

时    间：2015 年 10月 31 日上午 

地    点：中国职工之家饭店 C 座报告厅 

08:30—09:45 开幕式 

08:35—08:45 
走中国特色绿色化发展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致辞 

08:45—09:05 
大力推进绿色化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 

09:05—09:25 
推动工业绿色化  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09:25—09:45 
强化环境保护  推动经济绿色化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 

09:45—11:05 主旨演讲 

09:45—10:05 
“十三五”发展循环经济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 

10:05—10:25 
“十三五”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改革思路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10:25—10:45 
“十三五”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10:45—11:05 
“十三五”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 

11:05—12:00 主题演讲 

11:05—11:25 
循环经济再思考——从“3R”到“5F”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冶金部副部长殷瑞钰 

11:25—11:45 

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 

——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

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诸大建 

11:45—12:00 
从“七大技术”发明与应用看技术持续创新的重要性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董事长吴道洪 

12: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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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投融资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资本和项目对接  助力循环经济发展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时    间：2015 年 10月 31 日下午 

时  间 议    程 

13:30—15:15 
主旨演讲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凯 

13:35—13:55 
创新投融资机制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 

13:55—14:15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相关政策解读 
——财政部经建司副司长孙志 

14:15—14:35 
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  推动经济绿色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孙学工 

14:35—14:55 
中小企业迈向资本市场的途径——新三板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部总监吴疆 

14:55—15:15 
企业融资过程中需注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斌 

15:15—17:00 
循环经济融资需求项目推介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李边卓 

15:15—15:25 
循环经济融资需求项目征集情况介绍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秘书长助理郭占强  

15:25—17:00 

重点项目推介： 
1.资源综合利用类项目 
2.资源再生利用与再制造类项目 
3.垃圾资源化类项目 
4.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类项目 
5.企业并购类项目 
（以上项目含“一带一路”走出去、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项目） 

17:00—18:00 
对    话：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主 持 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黄健 

 

嘉    宾：卢汉文  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副局长 

陆冬森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 

董  利  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信贷专家 

程  峰  兴业银行环境金融部市场开发处副处长 

宋文雷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左  林  青域基金合伙人 

18:00 晚餐 

20:00—21:30 投融资机构与循环经济企业洽谈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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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循环经济——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开发区协会 

时    间：2015 年 11月 1 日全天 

时  间 议    程 

08:30—11:55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凯 

08:35—10:15 主旨演讲 

08:35—08:55 
“十三五”推进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巡视员李力 

08:55—09:15 
“十三五”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王衍亮 

09:15—09:35 
“十三五”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思路与对策 

——国土资源部信息部统计室主任陈从喜 

09:35—09:55 
我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对策 

——环境保护部固废管理中心主任凌江 

09:55—10:15 
资源综合利用财政税收政策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工业循环经济部主任魏浩杰 

10:15—11:55 第一单元：构建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0:15—10:35 
钢铁行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科技环保部副主任黄导 

10:35—10:55 
有色金属行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原副院长邱定蕃 

10:55—11:15 
煤炭行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绍强 

11:15—11:35 
化工行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 

11:35—11:55 
建材行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十三五”发展思路和重点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姚燕 

11:55—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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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50 主 持 人：待定 

13:30—16:30 第二单元：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与应用 

13:30—13:50 
“十三五”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科技发展方向 

——同济大学教授戴晓虎 

13:50—14:10 
大宗固废全产业链协同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倪文 

14:10—14:30 
利废建材在绿色建筑与住宅产业化中的应用 

——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尹伯悦 

14:30—14:50 
利用燃烧技术处理低品味矿及固体废物产业化示范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 

14:50—15:10 
粉煤灰、冶金渣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成果的转化应用 

——北京大学教授王习东 

15:10—15:30 
钢渣热闷自解及综合利用技术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环保分院副院长朱桂林 

15:30—15:50 
赤泥大宗利用技术研发与前景展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以河 

15:50—16:10 
工业副产石膏自动化控制集成技术产业化应用 

——浙江中材西南分院院长方炎章 

16:10—16:30 
物联网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应用 

——河南博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亮 

16:30—17:50 第三单元：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构建  

16:30—16:50 
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园区管委会 

16:50—17:10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园区管委会 

17:10—17:30 
苏州工业园区 

——园区管委会 

17:30—17:50 
产业园区物质流分析 

——清华大学教授陈吕军 

17:50—18:00 会议总结：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房建国 

18: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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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推动资源再生利用  加快开发“城市矿产”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废弃电子电器工作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中国废塑料协会 

时    间：2015 年 11月 1 日全天 

时  间 议    程 

08:30—12:15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张谦 

08:35—09:55 主旨演讲 

08:35—08:55 
我国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前景及政策导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马荣 

08:55—09:15 
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机制 

——财政部税政司基金处处长魏岩 

09:15—09:35 
国外基于 EPR的基金与押金制实施效果及其启示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锋 

09:35—09:55 
“城市矿产”开发潜力与“十三五”技术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温宗国 

09:55—12:15 第一单元：资源再生利用技术创新 

09:55—10:1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新增品种拆解技术难点及解决方案 

——环保部固管中心电子室主任郑洋 

10:10—10:30 
废旧家电难处理资源化利用技术 

——台湾绿电再生公司 

10:30—10:50 
废旧灯管循环利用技术 

——台湾中台资源公司 

10:50—11:10 
等离子炉处理线路板技术 

——英国 Tetronics公司中国市场总经理韩野炬 

11:10—11:30 
废旧冰箱拆解的环保与安全技术 

——德国 URT公司中国市场总监舒满星 

11:30—11:45 
智能制造提升资源再生利用装备水平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5—12:00 
绿色制造助推资源再生利用 

——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波 

12:00—12:15 
裂解技术在废旧轮胎及废塑料利用中的应用前景 

——济南世纪华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钟穗丽 

12:15—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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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10 主 持 人：待定 

13:30—14:50 第二单元：“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与再生资源园区建设 

13:30—13:50 
打造“城市矿产”国际先进模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开华 

13:50—14:05 
大连循环经济产业区 

——大连循环经济产业区管委会 

14:05—14:20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管委会 

14:20—14:35 
（题目待定） 

——清远华清再生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4:35—14:50 
（题目待定） 

——江苏春兴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马永刚 

14:50—16:10 第三单元：资本助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 

14:50—15:10 
桑德再生资源产业布局及发展战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 

15:10—15:25 
家电制造商生产者责任延伸 

——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林 

15:25—15:40 
利用汽车后市场服务优势战略布局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产业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雷 

15:40—15:55 
再生资源企业如何适应资本进入的新形势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强 

15:55—16:10 
企业并购中的风险防范 

——北京鼎新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学文 

16:10—17:20 
第四单元：对话：互联网+分类回收体系 
主 持 人：待定 

 

嘉    宾：吴  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经理 

张宇平  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巍  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环卫商务部经理 

常  涛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海滨  深圳淘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强  毅  浙江九仓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17:20—17:30 会议总结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17: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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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再制造技术与模式创新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协办单位：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  上海临港再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时    间：2015 年 11月 1 日全天 

时  间 议    程 

08:30—11:35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李边卓 

08:35—09:35 主旨演讲 

08:35—08:55 
新常态下再制造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副处长么新 

08:55—09:15 
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与再制造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综合处处长王孝洋 

09:15—09:35 
“十三五”再制造技术发展方向 

——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梁秀兵 

09:35—11:35 第一单元：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09:35—09:55 
汽车发动机再制造规模化发展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伯康 

09:55—10:1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上海百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杰 

10:15—10:35 
汽车变速箱再制造市场运营模式 

——广州市花都全球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志勇 

10:35—10:55 
汽车变速箱再制造产业链管理模式 

——四惠集团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王海岩 

10:55—11:15 
发挥保险功能的再制造售后服务模式 

——上海新孚美变速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迟永波 

11:15—11:3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发展与政策的国际比较 

——卡特彼勒再制造中国区总经理鲁辉 

11:35—13:30 午餐 



 

 11

13:30—16:50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张谦 

13:30—15:30 第二单元：机电产品再制造 

13:30—13:50 
打造个性化定制工程机械再制造服务体系 

——千里马工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义华 

13:50—14:10 
建筑机械设备再制造质量控制体系 

——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业锋 

14:10—14:30 
煤炭机械再制造技术服务模式 

——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庆东 

14:30—14:50 
盾构机再制造专业化发展 

——北京盾构工程协会秘书长阮霞 

14:50—15:10 
德国医疗器械再制造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CEO兼总裁夏风华 

15:10—15:30 
打印耗材再制造技术及商业模式 

——上海宜达胜科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权 

15:30—16:50 第三单元：再制造产业园区建设 

15:30—15:50 
国际视野，打造再制造产业园区精品工程 

——上海临港再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星 

15:50—16:10 
创新理念，推进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张家港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张跃 

16:10—16:30 
题目待定 

——长沙（浏阳、宁乡）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16:30—16:50 
创建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的思路与措施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政府市长尹卫江 

16:50—17:50 
第四单元：对话：再制造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张谦 

 

嘉    宾：么  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副处长 

梁秀兵  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谢建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分会秘书长

罗健夫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制造分会秘书长 

杨  跃  玉成有限公司管理与文化部总经理 

待  定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17:50—18:00 会议总结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18: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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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资源化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垃圾资源化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主办单位：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协办单位：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E20 环境平台 

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时    间：2015 年 11月 1 日全天 

时间 议    程 

08:30—12:00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李新民 

08:30—09:10 主旨演讲  

08:30—08:50 
“十三五”我国垃圾资源化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住建部城建司巡视员张悦 

08:50—09:10 
“十三五”垃圾资源化科技发展方向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戴晓虎 

09:10—10:45 第一单元：中小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  

09:10—09:30 
中小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现状与对策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 

09:30—09:50 
中小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与商业模式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元珞 

09:50—10:10 
生活垃圾高效热解技术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研究院院长助理肖磊 

10:10—10:30 

生活垃圾分选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厦门瑞科际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权一峰 

10:30—10:45 
水泥窑协同资源化处理生活垃圾技术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蔡玉良 

10:45—12:00 第二单元：餐厨垃圾资源化  

10:45—11:05 
我国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与对策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任连海 

11:05—11:25 
餐厨垃圾制高效土壤调理剂技术与推广 

——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于家伊 

11:25—11:45 
台湾餐厨垃圾处理技术与运营模式 

——台湾正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妙娟 

11:45—12:00 
餐厨垃圾高值化利用技术与推广 

——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秀辉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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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7:20 主 持 人：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理事长肖家保 

13:30—15:30 第三单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13:30—13:50 
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现状与对策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陈家珑 

13:50—14:10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零排放”技术 

——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贺伟力 

14:10—14:30 
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 

——英达公路再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施伟斌 

14:30—14:50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绿色建材产品应用技术 

——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刚平  

14:50—15:10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运营模式 

——河南盛天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樊斌 

15:10—15:30 
建筑废弃物智能化生产绿色墙体材料技术 

——中山市东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粤 

15:30—17:20 第四单元：污泥资源化利用             

15:30—15:50 
我国污泥资源化利用现状与对策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戴晓虎 

15:50—16:10 
广州市推进污泥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的思路与政策措施 

——广州市政府领导 

16:10—16:30 
污泥高干化脱水及综合利用技术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16:30—16:50 
城镇污泥低温炭化循环利用技术 

——苏州泥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 

16:50—17:10 
污泥资源化处理技术 

——（待定） 

17:10—17:20 互动讨论 

17:20—17:30 会议总结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李新民 

17:30 晚餐 



 

 14

清洁生产分论坛议程（暂定） 
 

主    题：实施清洁生产  促进源头减量 

主办单位：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协办单位：北京节能环保中心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时    间：2015 年 11月 1 日全天 

时间 议    程 

09:00—14:20 主 持 人：北京节能环保中心主任陈光明 

09:05—09:35 领导致辞 

09:05—09:20 
加快实施清洁生产，源头预防环境污染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赵鹏高 

09:20—09:35 
“十三五”工业清洁生产推进思路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司副司长毕俊生 

09:35—11:15 主旨演讲 

09:35—09:55 
北京市清洁生产政策及推广机制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资环处处长张玉梅 

09:55—10:15 
清洁生产是预防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北京市环保局领导 

10:15—10:35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乔琦 

10:35—10:55 
“十三五”清洁生产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副主任周长波 

10:55—11:15 
清洁生产审核方法解析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李汉平 

11:20—14:20 第一单元：清洁生产审核典型案例分享 

11:20—11:40 
高等院校清洁生产审核案例 

——北京工业大学 

11:40—12:00 
住宿餐饮业清洁生产审核案例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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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20 
医疗行业清洁生产案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3:20—13:40 
制药行业清洁生产案例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3:40—14:00 
印刷行业清洁生产案例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14:00—14:20 
农业清洁生产案例 

——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0—17:40 
第二单元：清洁生产先进适用技术 
主 持 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于亚杰 

14:30—14:50 
燃气锅炉烟气冷凝余热回收技术 

——北京市京海换热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4:50—15:10 
环保型前端油烟净化器 

——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15:10—15:30 
活性炭吸附回收有机溶剂净化技术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5:30—15:50 
低氮燃烧器 

——北京国电龙高科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5:50—16:10 
餐饮油烟净化洗气机 

——北京新阳光技术开发公司 

16:10—16:30 
分布式能源及 PPP 创新模式 

——远大能源利用管理有限公司 

16:30—16:50 
空调、供热采暖节能、建筑节能、智能家居 

——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6:50—17:10 补充案例 

17:10—17:40 互动交流 

17:40—18:00 会议总结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资环处处长张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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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传真  邮编  

代表类型  □会员 2400 元/人        □非会员 2800 元/人 

参会人员信息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手  机 邮  箱 

代表 A       

代表 B      

代表 C      

11 月 1 日全天 

参加分论坛类别 

□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    □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 

□再制造分论坛          □垃圾资源化分论坛 

□清洁生产分论坛         

注：每人只限选择一项,请将分论坛对应的选项划√。 

10 月 31 日下午 

参加投融资分论坛 
□是   □否        参加人数           

参会费用 

参会代表共          人，            元/人 

合计金额               元 

参会费用请汇至下列账户：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铝大厦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账    号：1100  1117  6000  5900  0030 

注：发票抬头（单位全称）：                                 项目名称：会议费。

住房信息 

1.入住酒店名称：□ 中国职工之家饭店                        

2.房型：□标间，数量      间； □单间，数量      间； □套间，数量       间

3.入住起始日：_____月       日 

4.房费标准：标间 440 元/间    单间 440 元/间    套间 680 元/间 

注：住房费用直接与酒店结算。 

敬告：因不可抗力或个人原因不能如期到会，请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前告知秘书处，逾期恕不退款。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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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融资需求调查表 
(请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前反馈)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公司所在地  企业人数  

注册资本  净资产（万元）  

企业性质 
□ 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外资企业 

□ 股份制     □ 股份合作制企业    □ 其他企业______________ 

主营业务 

 

 

 

 

CACE 会员 
□ 副会长   □ 常务理事   □ 理事   □ 普通会员 

□ 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手  机  

通讯地址  

二、拟融资项目情况 

项目介绍  

项目类型 

□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 工业废气回收利用 

□ 资源再生利用      □ 再制造            □ 农业循环经济 

□ 垃圾资源化（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餐厨垃圾、污泥）     

□ 再生水、海水淡化和苦咸水利用  □ 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术分析 

（包括主要技术性

能指标、技术类型、

技术来源等、已有

成功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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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所有权归属 □ 单位       □ 个人 

项目经济性预测 

（包括项目收益与

回报分析等） 

 

项目所处阶段 

□ 已有项目，资金到位，可以签订项目协议，处于初期融资阶段 

□ 已签协议，缺少部分项目资金，处于项目开工等待阶段 

□ 项目已经启动，需要增加投入，处于项目实施中期阶段 

企业既往成功融资

历史（包括已获政

府专项扶持资金的

项目情况） 

 

三、融资需求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融资额（万元）  

期望融资方式 

□ 银行贷款  □ 担保贷款  □ 股权融资   □ 成立项目公司 

□ 保理      □ 融资租赁  

□ 其他                 （请列明） 

是否能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 （若有，请列明担保类型和比例） 

是否有股权融资设想 （若有，请列明融资额度及主要用途、期望出让股权的份额等） 

期望的股权融资方式 □ 风险投资   □ 天使基金   □ 私募基金    

是否有上市计划 （若有，请列明上市时间规划） 

是否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 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   □ 一路一带走出去项目 

□ 长江经济带项目       □ 东北老工业振兴项目 

□ 其他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说明） 

□ 否 

注：本表电子版可从协会网站（www.chinacace.org）下载，请填好后与协会培训会展部联系： 

联系人：中国循环经济协会（CACE）培训会展部 陈年龙 

Email: cnl@chinacace.org   Fax: 8610-88334622  Tel: 8610-8833467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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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地理位置示意图 

 

地    址：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路 1号 

电    话：010-56296456 

交通指引： 

若搭乘出租车，参考距离如下：酒店距离北京西站 5公里，

乘坐出租车约 15分钟；距离北京站 8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20分

钟；距离北京南站 10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30分钟；距离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 35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60分钟。 

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距离地铁 1号线南礼士路站 D1出口（西

南口）约 66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