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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三届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培训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冶金行业是碳减排的重

要责任主体，绿色低碳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为更好开展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工作，传播国家最新节能低碳政

策，推广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技术，借鉴先进企业节能低碳管理经验，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冶金专委会）特组

织举办第三届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培训会，定于 2021年 4月 14日-17日

在天津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形式

指导单位：中国节能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天津市新天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荣程集团

支持单位：天津市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五度学院、中

关村不锈及特种合金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冶 金 工 业 规 划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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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

（一）培训时间

2021年 4 月 14 日-17日

14日全天报到，15 日-16 日培训，17 日上午参观考察。

（二）培训地点

天津水晶宫饭店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28号 电话：022-28356666

三、培训内容

（一）专家授课

1. 领导致辞

2. “十四五”国家节能低碳政策解读

3. 碳达峰行动计划政策解读

4. 以低碳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

5. 碳排放管理、交易、监管系列政策解读

6. 钢铁行业碳达峰行动计划与路径探讨

7. 节能低碳标准政策解读

8. “十四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政策解读

9. 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与趋势

10. 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1. 钢铁企业碳排放权管理及碳市场交易实践

12. 新天钢集团节能低碳经验分享

（二）模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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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模拟训练（参加碳交易模拟培训学员，请自带笔记本电脑）

（三）现场参观

新天钢集团参观考察

四、培训方式

专家授课、模拟训练、参观学习相结合，培训完成后发放培训结

业证书。本次授课老师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关部委主管领导、

高校和科研院所冶金和节能低碳领域知名专家、重点钢铁企业能源管

理负责人等。

五、培训对象

冶金企业负责人、节能低碳主管领导、部门领导以及节能低碳管

理、技术人员；节能低碳专业公司、设备厂家、碳资产、碳金融管理

等相关人员。

六、培训费用

（一）培训费用 4000 元/人，费用含培训费、资料费、餐费。为

方便培训组织，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冶金专委会会员可享受折扣价：

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享受 9.5折，折后价 3800 元；

冶金专委会委员单位享受 9.0折，折后价 3600 元；

冶金专委会副主任单位享受 8.5折，折后价 3400 元。

集团公司可组织所属分公司统一报名。

（三）请您于 4 月 12日前办理转账汇款，汇款时请务必注明参会

单位名称及“节能低碳培训”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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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务组确认汇款到账后，根据汇款单位提供的开票信息给

汇款单位开具明细为“培训费”的发票。本次培训费用由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开具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请参加培训人员提前咨询贵企

业财务部门，将开票信息填写到培训报名表（见附件 2），电邮至联系

人。

（五）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账 号：0200004109014467953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汇款时请备注节能培训字样。

七、报名及联系方式

为便于安排工作，请认真填写培训报名表（见附件 2）后，并于 4

月 9日前电邮至联系人。

欢迎访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网站（www.mpi1972.com）下载报

名表，填写后电邮至联系人。您还可以关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官方

微信（微信公众号：MPI1972），通过微信报名。

八、联系人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联系人：张明 E-mail：zhangming@mpi1972.com

电话：13811571838（同微信号）

冶金专委会：

联系人：王涵 E-mail：wanghan@mpi1972.com

电话：1520167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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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召开第三届冶金工业节能低碳培训会的通知

附件 2：培训报名表

附件 3：培训初步议程

附件 4：宾馆交通路线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2021年 3 月 8日



6

附件 2：

报名表

参会单位名称：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含区号） 传真（含区号） *电 子 邮 箱 *通讯地址（含邮政编码）

预订房间
□ 预定（ ）个房间（大床房，450/天含单早，500/天含双早） □ 预定（ ）个房间（标间，450/天含单早，500/天含双早）

□ 不预定

开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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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训会会议议程（拟）

时间 议程名称 发言人

4.14日周三 10:00-22:00 全天学员报到

4.15日

（周四）

8:30-9:00 开班仪式

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房庆

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

荣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张

荣华

09:00-10:00 “十四五”国家节能低碳政策解读 部委有关领导

10:00-10:30 照相和茶歇

10:30-12:00 以低碳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党委书记 李新创

12:00-14:00 自助午餐和午休

14:00-14:45 “十四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政

策解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能效中心主任 白泉

14:45-15:30 碳排放管理、交易、监管系列政策解读
清华大学教授

段茂盛

15:30-16:00 茶歇和讨论

16:00-16:45 氢能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

副院长 常华健

16:45-17:30 钢铁行业碳达峰行动计划与路径探讨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低碳中心主任 李冰

17:30-18:00 新天钢集团节能低碳经验分享 新天钢集团专家

18:00 自助晚餐

4.16日
（周五）

8:30-09:30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形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 李俊峰

9:30-10:15 节能低碳标准政策解读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

环分院院长 林翎

10:15-10:45 茶歇和讨论

10:45-11:30 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与趋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

发展中心副主任 陶冶

11:30-12:00 中国宝武绿色低碳发展实践与探索
中国宝武能源环保部

环保处处长 韩晶

12:00-14:00 自助午餐和午休

14:00-14:30 河钢集团低碳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河钢集团低碳绿色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 田京雷

14:30-15:00 荣程集团低碳绿色发展经验分享
荣程集团能源中心主任

潘玉桐



8

15:00-15:30 茶歇和讨论

15:30-16:15 钢铁企业碳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创碳投副总经理 郭伟

16:15-17:15 碳交易模拟培训

17:15-17:45 讲课环节结束，颁发培训证书

17:45 自助晚餐

4.17日
（周六）

上午

09:00-11:00 参观新天钢集团 全体学员参加

12:00 自助午餐 全体学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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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宾馆交通路线

◎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水晶宫饭店 （轨道交通）

地铁 2 号线转地铁 5 号线：滨海国际机场 地铁 2 号线（曹庄方向）靖江路站下车站内换乘 地

铁 5 号线（中医一附属方向） 文化中心下车（C 口出）步行 400 米 至 天津水晶宫饭店

◎ 天津站—天津水晶宫饭店 （轨道交通）

地铁 9 号线转地铁 5 号线：上车站天津站(4 号口进) 地铁 9 号线（东海路方向）直沽站下车站

内换乘 地铁 5 号线（中医一附属方向） 文化中心下车（C 口出）步行 400 米 至 天津水晶

宫饭店

◎ 天津南站—天津水晶宫饭店 （轨道交通）

地铁 3 号线转地铁 6 号线：上车站天津南站(A 口进) 地铁 3 号线（小淀方向）红旗南路站下车

站内换乘 地铁 6 号线（梅林路方向）文化中心下车（C 口出）步行 400 米至天津水晶宫饭店

◎ 天津西站—天津水晶宫饭店(轨道交通)

地铁 6 号线：上车站天津西站(出口) 地铁 6 号线（梅林路方向）文化中心下车（C 口出）步行

400 米 至 天津水晶宫饭店

◎ 天津津滨国际机场—天津水晶宫饭店 （地面交通）

机场专线 4 路—619 路：机场专线 4 路（唐山道方向）天津机场上车 唐山道下车 步行 63 米

至崇仁里；崇仁里上车 619 路（体院北公交站方向）文化中心地铁站 下车步行 351 米至天津

水晶宫饭店

◎ 天津站—天津水晶宫饭店 （地面交通）

1、天津站公交站 13 路：天津站公交站上车 银河广场北下车步行 345 米至 天津水晶宫饭店

2、天津站公交站 953 路：天津站公交站上车 文化中心地铁站下车 步行 354 米至天津水晶宫

饭店

◎ 天津西站—天津水晶宫饭店（地面交通）

天津西站南广场上车 859 路：天津文化中心下车步行 332 米至天津水晶宫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