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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循协发〔2017〕63号 

 

 

关于举办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分支机构、联盟及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国际节能环保科技发展

潮流，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决定以“绿色发展·创新驱

动”为主题，联合举办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以下简

称“大赛”），以搭建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社

会化服务平台，发现并推广应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与创新成

果，解决我国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环

境的新期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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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形式 

大赛设立组委会，由各主办部门、主要承办单位相关领

导组成，负责对大赛重大事项的决策。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

室，负责大赛的具体组织和实施等日常工作。 

二、参赛内容及赛程安排 

大赛围绕绿色发展理念，设环境保护、循环经济、节能

低碳、模式创新等四大类别内容，并分报名及资质审核、初

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 

三、参赛项目申报 

（一）各地方有关部门、行业及相关协会负责组织、协

调和指导本地方本行业成员单位的项目申报。申报项目亦可

由专家（院士）推荐，报组委会进行资质审核。 

（二）已获得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科学技术奖、中国循环

经济专利奖或部级以上应用类二等奖以上级别的项目可直

接进入大赛半决赛。 

（三）参赛单位或团队通过登录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

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官网大赛专属链接，注册个人

信息后，下载相关申请表格（附件 2）。所有参赛单位，请

准备全套申报材料纸质版 2 份，同时准备全套电子版申报材

料，提交方式及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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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提交：直接将全套电子版申报材料发送至协会指

定邮箱（kjbz@chinacace.org），同时将盖章纸质版邮寄至

协会科技标准部。 

2.在线提交：请登录大赛官网（www.cepic.org.cn）或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官网的

大赛专属链接，在线直接上传提交 word版与盖章后的图片

版申报表，并可在线查看报名情况。 

3.纸质版申请表格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格式(《首届中国

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申报表》软件生成)打印，采用 A4纸

(高 297mm、宽 210mm)竖装，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于 25mm，

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 257mm、宽 170mm 的规格内排印，正

文内容文字应不小于 5号字，附件材料的尺寸规格应与申报

表一致。 

4.申报材料必须字迹清楚，各级审查和签署真实、准确、

齐全，印章清晰可辨。 

5.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 

四、其他事项 

（一）大赛为非密赛事，参赛项目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企业机密需要自我声明。 

（二）请各地方相关部门、单位高度重视，加强宣传，

积极动员，认真指导、组织有关项目参加大赛。 

（三）报名咨询热线： 

mailto:kjbz@chinac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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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牛旭东、宋小寒、高雅 

联系电话：010-82291770-865/819/621 

电子邮箱：kjbz@chinacace.org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号 2号楼 3层，

100038 

 

附件：1.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实施方案 

2.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申报表 

 

 

 

 

 

 

 

 

 

2017 年 7月 28日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2017年 7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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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 

实施方案 

 

一、大赛主题 

绿色发展，创新驱动。 

二、大赛目的 

搭建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社会化服务平

台，挖掘、发现并推广应用先进适用节能环保技术及创新成

果，以解决国家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促进绿色循环低碳转

型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 

三、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主办单位：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节能协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三）承办单位：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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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协会相关部门 

（四）协办单位： 

江苏银行 

各协会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行业协

会。 

（五）网络支持： 

北京碳三零科技有限公司 

（六）顾问团：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张维庆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傅志寰  第十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 

姚  兵  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中纪委驻建设部纪检组组

长 

江  亿  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家荣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名誉会长 

张国华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 

夏  平  江苏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七）组委会：  

执行主任： 

孙晓华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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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铁根  江苏省徐州市市长 

房  庆  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陈燕海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永红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 

季  明  江苏银行行长 

成  员： 

谢玉红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 

赵兴友  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忠奎  中国节能协会秘书长 

郭占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 

王允强  徐州市泉山区工商联党组书记 

秘书处： 

秘书长：谢玉红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 

总协调：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副秘书长： 

赵兴友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 

陈小寰 中国节能协会副秘书长 

郭占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秘书长 

郑庆宝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助理 

蒋学众江苏银行徐州分行行长 

法律顾问：高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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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审监督机构： 

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负责： 

（1）对评审工作进行监督，核实处理评审投诉； 

（2）对项目引入和落户提出技术性意见或建议。 

四、大赛流程 

大赛围绕绿色发展理念，设置“节能低碳”、“环境保护”、

“循环经济”、“模式创新”四大类别的竞赛内容，并分报名及

资质审核、初赛、半决赛、决赛四个赛程，以及大赛新闻发

布会、颁奖仪式、获奖项目展示，共计七个阶段。 

（一）新闻发布（2017 年 7 月 21 日下午 14:30） 

新闻发布会拟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大会堂进行，发布会拟

邀请大赛组委会领导及成员、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及成员、企

业代表、媒体代表等人员参加，预计 200 人左右规模。 

（二）报名及资质审核（报名截止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

前） 

组委会印发大赛通知，各协会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相关行业协会、地方节能环保产业园等有关单位，

负责动员、协调、指导和推荐本地方、本系统相关成员单位

的参赛项目申报。申报项目也可由专家（院士）推荐。由组

委会进行资质审核。 

参赛者需访问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官网

（http://www.cepic.org.cn）或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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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官网大赛专属链接，注册个人信息后，

下载相关申请表格。所有参赛单位，请准备全套申报材料纸

质版 2 份（其中，推荐须有相关部门、系统、行业协会盖章，

或者由推荐专家/院士签字）；同时准备全套电子版申报材料，

通过网络提交（详见大赛通知）。 

（三）初赛（2017 年 9 月 20 日—9 月 30 日） 

初赛不安排现场答辩，由专家对各地申报的项目进行集

中评选，优选 300 个左右晋级半决赛。初赛拟安排在北京进

行，也可考虑在其他积极申请的合作城市与合作单位分赛区

进行。已获得部级以上应用类二等奖以上级别的项目可直接

进入大赛半决赛. 

（四）半决赛（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 

半决赛以现场产品或技术演示，以及现场答辩的形式进

行，决出 100 个左右晋级决赛。半决赛拟安排在北京（或徐

州）进行，也可考虑在其他积极申请的合作城市与合作单位

分赛区进行。 

（五）决赛（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7 日） 

通过现场产品或技术演示，答辩等方式分别决出各类别

金、银、铜奖项目；对具有国际领先地位，产生重大国际影

响或行业推动意义的项目授予特等奖 1 名（可空缺）；创新

创意奖若干名，鼓励推广创新创意项目落地。 

决赛安排在江苏省徐州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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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半决赛和决赛项目，大赛将在赛前组织专家进行有

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助力参赛单位或团队赛出水平、赛出

实力。 

（六）颁奖仪式（2017 年 11 月 27 日晚上 19：00-20：

30） 

颁奖仪式安排在江苏省徐州市决赛会场进行，拟邀请大

赛顾问团成员、组委会领导及成员、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及成

员、评审专家、企业代表、媒体代表等人员参加，预计 400

人左右规模。 

（七）获奖项目展示（2017年 11月 25日—11月 30日）。 

此次大赛获奖项目展示活动，将聚集全国环保优秀成果

进行为期五天的展示，旨在为徐州市的节能环保产业创建交

流合作平台，进一步促进优秀项目落户徐州。 

五、参赛资格 

（一）参赛主体资格 

具有创新能力和较高成长潜力，主要从事节能环保与产

品的研发、生产等方面业务，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的企

业和团队。 

1.参赛企业 

（1）国内注册且工商登记注册时间超过半年的科技创

新型企业； 

（2）无知识产权纠纷或商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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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不良记录； 

（4）企业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 

2.参赛团队 

（1）在报名时未在国内注册成立企业、拥有科技创新

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团队（如研究院所、海外留学回国创业人

员、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优秀科技团队、大学生创业团队等）； 

（2）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 3 人； 

（3）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归属于参赛团

队，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或商业纠纷。 

参赛团队授予创新创意奖为主。 

（二）参赛项目要求 

入围项目应已经通过终试并正向或已向市场推广应用，

已取得良好的社会、环境或经济效果。已获得部级以上应用

类二等奖以上级别的项目可直接进入大赛半决赛。 

六、奖励与支持 

（一）奖励  

本大赛设立特等奖，金、银、铜奖，以及创新创意奖和

优胜奖。其中各领域金、银、铜奖比例不高于决赛入围项目

总数的 5%、10%、20%；对具备国际领先地位、产生重大国

际影响或行业推动意义的项目，授予特等奖（每个领域不多

于 1 名）；创新创意奖若干名，以鼓励创新创意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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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赛入围项目颁发优胜奖。决赛暨颁奖仪式，推动项目或

产业合作落地。 

（二）优秀项目支持 

1.用户方推荐。获奖项目以及成功进入半决赛的参赛项

目将汇编成册，向相关领域和用户单位推送。 

2.政策支持。对于符合部委政策要求的项目，给予优先

推荐支持。 

3.融资支持。对获奖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服务。 

4.创业和落地服务。获奖项目可申请入驻大赛合作举办

城市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享受创业扶持政策和创业孵化服务，

助力项目落地；可优先享受法律、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专

业服务。 

5.宣传推广。对获奖项目，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主

流媒体、行业媒体，给予优先宣传推广。 

七、大赛咨询服务与联系方式 

为保障大赛顺利进行，组委会办公室设立咨询电话，提

供大赛有关问题的咨询。 

咨询电话：010-51230020  010-51266665-103 

咨询邮箱：cepic_china@163.com 

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 14 区青年沟

东路华表大厦 6 层，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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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届中国节能环保创新应用大赛申报表 

 

表 1：企业申报表 

 单 位 名 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人 

单 位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单 位 网 址  电 子 邮 箱  

企业性质 □ 国有企业   □ 民营企业   □ 外资企业   □ 混合所有制企业   □ 其他__________ 

企业注册时间  企业员工数  
上年销售收

入或市值 
 

企业概况 

（不超过 800 字） 

（主要包括经营范围、主要产品/项目、应用业绩等内容） 

 

 

参赛目的 
□寻求项目落地       □寻求技术合作       □ 投融资支持    

□宣传展示           □其它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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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赛领域 □ 环境保护          □ 低碳节能          □ 循环经济          □ 模式创新 

技术/项目名称  

技术/项目特色 

（不超过 500 字） 
 

技术/项目 

解决的问题 
 

技术/项目与同行

业平均水平相比

提升水准或比例 

 

专利/项目产权及

所属 
 

获奖情况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技术/项目 

市场前景 
 

技术/项目 

成功应用案例 
 

成功应用案例 

单体项目年均 

创造效益 

 

推荐单位/专家  

技术特色补充 

附件 
  

申请日期  

诚信承诺 
本公司承诺，本表所填写内容均属真实，如有虚假申报，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公司法人签字或盖章） 

请根据申报内容，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附件数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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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团队申报表 

团队名称  

团队负责人  团队依托单位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网  址  电子邮箱  

参赛目的 
□ 提升技术水平            □ 技术产业化          □投融资支持    

□ 宣传展示                □ 其它_______________ 

参赛领域 □ 环境保护          □ 低碳节能         □ 循环经济      □ 模式创新 

技术/项目名称  

技术/项目特色 

（不超过 800字） 
 

技术/项目 

解决的问题 
 

技术/项目 

与同行业平均水

平相比提升水准

或比例 

 

技术/项目 

成功应用案例 

或所处创新阶段 

 

预期创造效益 

或突破 
 

专利/项目产权 

及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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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项目 

市场前景 
 

获奖情况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 

推荐单位/专家   

技术特色补充 

附件 
 

填表日期  

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本表所填写内容均属真实，如有虚假申报，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公司

承担。 

（团队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团队核心成员 

（不超过 5人）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职位 最高学历 

留学

经历 

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 

入选

时间 

大学生

创业 

联系 

方式 

          

          

          

          

          

主要工作经历/

主要成就 
 

请根据申报内容，以附件形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附件数量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