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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行业各界洞察全球能源的关键发展趋势， 
并评估这些趋势对企业与政府的影响，中国石油集
团经济技术研究院（ETRI）与IHS Markit将在北京联
合举办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

本次第五届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定于2017年12
月12-13日于北京举行，主题为“能源行业的十字路
口：寻求新平衡”。本届论坛的焦点从石油天然气
扩展到整个能源行业，旨在探讨能源行业新旧元素
之间的关系。

与会代表
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行各业的300多名代表参加，包括企业高管、政府
官员、行业专家和思想领袖。与会代表的工作性质包括战略规划、研发、技
术、财务、运营销售以及业务拓展。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包括中国能源领域的高官、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国际能源公司高
管、油田服务、设备与工程以及法律、财务等服务提供商的领导，以及知名 
智库的学者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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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回顾 
丹尼尔·耶金, IHS Markit公司副董事长

季晓南，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王玉普，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现任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汪东进，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喻宝才，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张玉清，原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李冶，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

Carlos Pascual, IHS Markit全球能源问题与 
国际事务资深副总裁（前美国国务院能源问题 
特使）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 
合作中心主任

田中伸男，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全球助理，原国
际能源署执行董事

杨雷，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

钱兴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济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

朱建文，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
公司总经理

戴宝华，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

李飞龙，中海油服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李润生，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Mark T. Wheeler，康菲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

Laurent Chevalier，道达尔新能源部门中国 
区总裁

Samer AlAshgar，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石油 
研究院院长

白长波，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Jefferson Eduards，荷兰皇家壳牌全球天然气
和液化天然气市场开发总经理

David Sandalow，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
中心首席研究员，原美国能源部副国务卿

Robert Ineson，IHS Markit全球液化天然气研
究执行董事

周希舟，IHS Markit亚太区气电及新能源研究 
高级总监 

Bob Fryklund，IHS Markit全球上游首席 
战略专家

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
概况



2017年12月12日 
下午5:00 - 晚上8:00 
高层峰会和晚宴 （闭门会议）

2017年12月13日
上午8:30 - 下午5:30  
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 （公开会议）

下午6:00 –晚上8:30  
VIP合作伙伴晚宴 （闭门会议）

© 2017 IHS Markit

今年是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举办的第五届，本次会议既包括公开会议， 
也包括闭门会议。

公开会议
主要公开会议定于2017年12月13日举行，面向注册的所有代表，为全天候的 
论坛。论坛形式包括主旨演讲和小组讨论。此外，还为所有注册代表提供午餐。

闭门会议
仅限收到邀请函的代表。闭门会议包括：

2017年12月12日，高峰论坛和晚宴
丹尼尔•耶金博士将举行高层峰会与晚宴，接待部分合作伙伴高管、中国国家石
油公司高管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期间，合作伙伴有机会与参会贵宾进行近距离的
沟通。

2017年12月13日，VIP合作伙伴晚宴
论坛结束后，将举行特别晚宴，以接待合作伙伴、公司高管、高级官员和演讲 
嘉宾，以便各位在全天公开活动结束后进一步深入交流和接触。

为便于演讲嘉宾和与会代表沟通交流，论坛提供英文/中文同声传译服务。

2018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
详情介绍



亚美能源

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Air Products  
& Chemicals）

AOT 能源

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

贝克休斯

中国华电集团

北京燃气集团

蓝鲸能源

英国石油公司

光汇石油

卡特彼勒公司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切尼尔能源 

雪佛龙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振华石油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

 ‒ 东方物探
 ‒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
 ‒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 经济技术研究院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油研究总院

康菲石油 

华润燃气

美国能源部DOE中国办事处

苏伊士环能

新奥集团

埃克森美孚

复星集团

通用电器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往届部分参会企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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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广汇能源

霍尼韦尔

香港中科国际国际石油天然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赫斯基能源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KazTransGas JSC

Kerogen Capital (Asia)

吉尔吉斯大陆油气有限公司

MIE 控股

国土资源部

摩根士丹利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NCSC）

国家能源局

皮博迪能源

中国石化

 ‒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 胜利油田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加拿大皇家银行

上海利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斯伦贝谢 

神华海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中澳煤层气能源

中化集团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三井住友银行

淡马锡

道达尔

伍德赛德能源

艾柯斯科能源与资源

延长石油

兆泰石油能源

往届部分参会企业列表



公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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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石油公司
■  独立能源公司
■  金融
■  服务公司
■  独立石油公司

■  政府/监管机构
■  研究中心
■  其他
■  行业协会
■  化工企业

41.30%

12.60%
11%

9.84%

7.87%

6.69%

5.91%

3.54%
0.79% 0.39%



高层峰会与晚宴： 会议前夕，丹尼尔•耶金博士将举
行高层峰会与晚宴，接待部分合作伙伴高管、中国国
家石油公司高管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期间，合作伙伴
有机会与参会贵宾进行近距离的沟通。

VIP 合作伙伴晚宴： 论坛结束后，将举行特别晚宴，
以接待合作伙伴、公司高管、高级官员和演讲嘉宾，
以便各位在全天公开活动结束后进一步深入交流和
接触。

2018国际能源发展高峰 
论坛合作伙伴权益

© 2017 IHS Markit



2018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
坛合作伙伴权益

2018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合作伙伴权益
权益 战略合作伙伴 行业合作伙伴 会议合作伙伴

参会证 10 4 2

参会代表额外折扣 30% 20% 10%

高层峰会与晚宴（丹尼尔•耶金博士主持） 2 1 0

VIP合作伙伴晚宴 3 2 1

午餐VIP主桌 3 2 1

会议指南上刊载 公司简介 260 字 260 字 0 

会议指南鸣谢 P P P

*《国际石油经济》刊载广告 
*《国际石油经济》是中国石油学会会刊，重点关注领域为能源经济。

整版 1/2 版 1/4 版

活动网站合作伙伴页面上公司标志和链接 P P P

会场背景板公司标志 P P -

会议代表资料袋插页（公司手册） P P -

会后致与会者“感谢信”邮件公司标志 P - -

午餐欢迎致辞 P - -

茶歇期间播放公司宣传片 P - -

《国际石油经济》月刊由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经济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石油规划总院联合主办。期刊侧重研究国内外石油市场发展前景，能源政策及投资机会，国际大石油公司的创新
理念及经营之道以及石油天然气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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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合作方案的详情，请联系：

朱新磊: xinlei.zhu@ihsmarkit.com

刘刚: henry.liu@ihsmarkit.com

王贺: wanghehe@cnpc.com.cn

访问会议网站: www.ihs.com/ieef2018

167877775-VL-0917© 2017 IHS Mar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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