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第三届绿色金融高峰论坛
2017 年 9 月 23 日-24 日 北京首都大酒店

一、论坛主题
产融结合 绿色经济发展新征途

二、会议组织
支持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
联合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管理分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绿色信贷专业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规划院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E20 环境平台
北京环境交易所
中国绿色金融网
承办单位：中国绿色金融联盟
北京日川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碳交易网
北京光环时代咨询有限公司
第一环保网

三、会议日程（拟定邀约，日程和嘉宾以最终日程为准）
开幕式
主持人：王志华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

致欢迎辞 曹和平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9:00-9:30

致辞

解振华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拟邀）

致辞

王玉庆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七届理事长（拟邀）
主论坛：绿色金融政策机制学术研讨

主持人： 杨秋生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副主任/秘书长
9:30-9:50

正向激励机制与绿色金融发展

孙晓霞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

9:50-10:10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高云虎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马 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10:10-10:30

茶歇

10:30-10:50
10:50-11:10

绿色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孙学工 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11:10-11:30

绿色金融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吴舜泽 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

11:30-11:50

银行绿色评价机制

叶燕斐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
午餐

12:00-13:30

专题一：产融结合—环保产业发展蓝海模式
主持人： 蓝 虹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3:30-13:50

发言主题待定

原庆丹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

13:50-14:10

环保产业绿色金融布局与发展

待 定

北控集团

14:10-14:30

绿色金融创新与实践

罗施毅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

高峰对话：大环保时代，产融结合助力绿色发展
对话嘉宾：罗施毅

14:30-15:30

15:30-15:40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

殷

红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陈

龙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李

力

北控水务执行董事、执行总裁

赵笠钧

博天环境董事长

何愿平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张传刚

桑德集团副总裁
茶歇

专题二：环保产业基金—产业并购与 PPP 产业基金
主持人： 安国俊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15:40-16:00

发言主题待定

洪 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16:00-16:20

发言主题待定

王济武

启迪控股集团董事长

16:20-16:40

发言主题待定

蓝 虹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峰对话：解析环保产业基金价值与作用
对话嘉宾：

何巧女 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40-17:40

吴道洪

神雾环保集团董事长

许开华

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刚

王洪涛

启迪科技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陈春艳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秘书长

李安民

久银基金董事长

冯 新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专题三：发布会
主持人： 王叶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金融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19:00-19:30

1、颁发奖项： 2017 绿色金融优秀论文
2017 绿色金融年度人物
2017 绿色金融创新实践奖
2017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2、中国绿色金融联盟成立大会
3、绿色产业基金签约仪式

专题四：产融夜话—资本驱动与商业模式创新
主持人： 傅涛 E20 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

19:30-20:30

对话嘉宾：魏 巍 海湾环境董事长
韩晓清 晓清环保董事长
张春霖 巴安水务董事长
邵 凯 中持环保总经理
黄宗虎 铁汉生态首席战略官

第二天
专题五：绿色债券— 资产证券化融资新途径
主持人：侯俊峰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经理
9:00-9:10

发言主题待定

陈 亮

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9:10-9:20

发言主题待定

冯光华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

9:20-9:40

绿色资产证券化

待 定

东兴证券

9:40-10:00

绿色债券指数与发展现状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10:00-10:50

高峰对话：点绿成金，绿色债券创新与驱动
对话嘉宾： 谭世豪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袁欣蓬

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李其林

清新环境董事会秘书

何 琪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建民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闫 衍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专题六：绿色保险—环境责任险助推绿色发展
主持人：蔡宇 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
11:00-11:10

发言主题待定
曹德云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高峰对话：聚焦环境污染责任险—必要性与强制性
对话嘉宾： 盛和泰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总裁
曹德云

11:10-12:00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郝演苏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
张

志 北京中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专题七：环境信用——政策机制研究与信用体系提升
主持人：赖晓东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环境政策处处长

13:30-13:40

发言主题待定

夏 光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3:40-14:00

环境信用制度综述

别 涛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14:00-14:20

信用体系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张子红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长

14:20-14:40

环境信用制度效果评价

张俊杰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茶歇

14:40-14:50

高峰对话：省级环境信用制度实施经验
14:50-15:40

对话嘉宾：江苏省环保厅、广东省环保厅、浙江省环保厅、
河北省环保厅等地方环保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代表

15:40-16:00

研究成果发布：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用 100 强公益榜

专题八 ：绿色资产管理——排污权交易、碳交易
主持人：张 昕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碳市场管理部主任

16:20-16:30

发言主题待定

蒋兆理 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

16:30-16:50

全国碳市场发展前景

梅德文

16:50-17:10

如何将配额、CCER 资产金融化

刘 梅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
浦发银行投资银行及大客户部总经理

高峰对话：化风险为机遇，企业如何应对排污权交易、碳交易
17:10-18:00

对话嘉宾：梅德文
刘 梅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
浦发银行投资银行及大客户部总经理

段茂盛

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吴宏杰

汉能碳资产公司董事长

唐人虎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