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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MEETING GUIDE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计

划，支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实施，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及相关单位联合发起举办2022年中国电气电子产业绿色低

碳发展年会（以下简称“年会"）。

       本届年会主题为“绿色发展，低碳先行——全要素推动绿色发展，高技能助力产业升

级”。年会聚焦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业低碳发展路径等热点工作，切实服务工信部两个

强国建设工作，推动电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将聚集电气电子产业绿色制造各相关方，

覆盖政策、法规、标准、行业研究等各个方面，旨在打造中国最专业、最高端、最具影响

力的电气电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年度盛会，以提高中国电气电子制造企业整体绿色低碳制

造竞争力，促进中国电气电子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022中国电气电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年会 会议指南

一、年会简介

时间：2022年12月13、14日

构成：主论坛+分论坛+会议展示

形式：多地线下+线上

深圳地址：深圳市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滨海大道3398号赛西科技大厦8F）

北京地址：北京京都信苑饭店
              （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6号）

广州地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西78号）

二、年会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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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南
MEETING GUIDE

   指导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承办单位：

格林梅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绿色发展研究

中心

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环境与绿色发展中心

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深圳市泓盛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

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有害物质检测方法分会

国家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L工作组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媒体支持：

新华网、人民网、腾讯新闻、新浪

新闻、网易新闻、中国认可、质量

与认证、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工业

网、深圳新闻网、中国就业创业、

技能中国、工信微报、仪器信息

网、我要测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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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议程
CONFERENCE AGENDA

主论坛议题：

分论坛主题：

时  间

8:55-9:00

9:00-9:30

9:30-9:50

9:50-10:10

10:10-10:30

10:30-10:40

10:40-11:00

11:0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00

主论坛开幕

相关部委、深圳市领导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  相关领导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相关领导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理事长 黄建忠

我国电气电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绿色制造高技能人才培育思路

绿色供应链标准化成果应用合作签约仪式

绿色创新人才国家职业技能建设工程成果展示

我国“双碳”战略及对电子电器行业的机遇
与挑战 

政策支撑顶层规划标准化驱动行业释放绿色
低碳创新发展新势能 

中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进程 

休 息 

《电器电子行业绿色发展标准化白皮书》
（2022）发布仪式 

主持人

论坛主题 发言人

院 士  

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焦志锋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柴麒敏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相关领导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王锦兵

国家新职业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工作组

主持人及嘉宾

主持人及嘉宾

主论坛

分论坛1

分论坛2

分论坛3

分论坛4

12月13日上午

12月13日下午

12月14日上午

12月14日下午

12月14号下午

绿色发展人才分论坛

电气电子产业双碳达标分论坛

电气电子产品绿色制造分论坛

电气电子产品绿色检测与评价分析技术分论坛

会议类型 时 间 主 题

绿发发展，低碳先行—全要素推动绿色发展，高技能助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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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出席嘉宾
GUEST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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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出席嘉宾
GUEST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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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会企业
SOME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考虑当下疫情因素，本次大会采用多地线下+线上模式，同时根据领导嘉宾的具体情况

安排参会方式。

       在疫情防控政策允许的前提，为了增强发言的效果，我们请领导嘉宾亲临北京、深圳

和广州（仅限五所）会场致辞或发言，我们根据会场条件和面积严格控制到场人数以确保

安全。其中：

（1）北京会场：北京京都信苑饭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6号

联系人：钱凯鹏（13718222033）

（2）深圳会场：深圳市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滨海大道3398号赛西科技大厦8F

联系人：朴文荣（15811108800）

PAGE 08

参会方式
METHODS OF PARTICIPATION

方式一：线下会场

       如因疫情防控、出差等因素，领导嘉宾确实无法到现场，建议您采用腾讯会议线

上直播方式致辞或发言。您需要自备电脑，电脑需自带摄像头和麦克或外接高清摄像

头和麦克，如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绿专委小秘书--谷宇（13488674857）或吴青松

(15733662265）。

腾讯会议号：630-949-959

方式二：线上会议



（1）方式一：扫码报名进入直播间

（2）方式二：关注公众号“绿色制造专委会”，点击中间菜单栏“绿色年会”→“直播
         通道”进入直播间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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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方式
METHODS OF PARTICIPATION

      如您在致辞或发言后，希望继续线上收看会议，您可按以下方式进行线上观会：

线上观会方式

       如您确实无法采用方式一或方式二，我们建议您录制视频参会。我们需要您提前一

周录制发言视频（VCR）,推荐用摄像机录制，或采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机摄像头（横向录

制），选择较安静的录制环境。如您需要，会务组可安排人员去单位协助录制或领导方

便时来指定影棚进行录制，具体联系绿专委小秘书--谷宇（13488674857）或吴青松（

15733662265）。

方式三：录制视频

绿色制造专委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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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要求
EPIDEMIC PREVENTION

成立应急预案小组，统筹会议全程的防疫工作：

所有会场要求进入会场必须监测体温与手部消毒，同时查看和登记

健康宝类核酸检测信息；

参与活动人员的座位保持1米以上距离，严格控制人员密度；

现场为每位参会人员发放防疫小包，包含口罩、免洗纸巾、抗疫
提醒；

通风系统活动开始前半小时开启，关闭回风系统，采用全新风运行，

使室内有足够的风量与新鲜空气；

建立预案，对发现体温异常人员立即转移隔离区域，并按照相关流

程进行处置；

所有主、分会场必须严格执行各主、分会场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政策

要求组织会议；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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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THANKS

       深圳市泓盛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最具活力的创新之都——深圳，以帮助制造业客户

顺应欧盟RoHS2.0等环保指令为主旨，坚持采用“精准、智能、高效、无损、环保、经济”

的检测方法，以“中国智慧”为“世界工厂”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切实可行的RoHS2.0

完整解决方案。应用涉及电子电器行业整机、组件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包辅材等全行

业、全产业链制造工厂。

联系人：张亚夫（15814017628）。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纽约证交所：A）是生命科学、诊断和应用化学市场领域的全

球领导者，致力于为提升人类生活品质提供敏锐洞察和创新经验。安捷伦的仪器、软件、

服务、解决方案和专家能够为客户最具挑战性的难题提供更可靠的答案。2021财年，安捷

伦营业收入为63.2亿美元，全球员工数约为17,000人。如需了解安捷伦公司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 www.agilent.com。

免费服务热线：800 820 3278 （座机）、400 820 3278 （手机）

扫描二维码，关注安捷伦视界

联系人：张晓娟（18612160722）

1. 深圳市泓盛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2.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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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THANKS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WALTEK HCT），是沃特检验集团成员。公司创建于

2009年，总部位于深圳东部，是国内颇具知名度、影响力和成长力的综合性第三方机构。

       目前在佛山、东莞及惠州等地设立多家办事处及分公司。作为专业的检测机构及认证咨

询公司，虹彩检测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及资质认定CMA资质，并获得了

美国CPSC及UL、加拿大CSA、德国TUV、VDE、日本PSE-MARK、英国BSI、BABT、澳洲

C-TICK、挪威NEMKO、丹麦DEMKO、瑞典SEMKO、芬兰FIMKO、中国CCC，欧盟市场

CE与国际验证体的CB等国际机构的认可资质。检测报告得到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认可，具

有国内、国际公信力。

       多年来，凭借精湛的行业检测技术、先进的检测设备、精准化的管理理念，虹彩检测始

终坚持“行为公正，方法科学，数据准确，服务高效”的质量方针，服务领域涉及工业及消

费品、环境检测、公共场所卫生、放射卫生、职业卫生、EMC电磁兼容与安规、食品及农

产品等，为客户提供方案制定、现场勘查、采样、分析、报告、检验、检测、认证及技术服

务、评价、技术咨询与培训等多元化、一站式服务及优质的全面解决方案。

联系人：林珊丽（13430320402）

3.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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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THANKS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是岛津制作所的海外子公司。岛津制作所是测试仪器和

工业设备的制造厂商，自1875年创业以来始终坚持“以科学技术向社会做贡献”，不断钻

研满足社会需求的科学技术，开发生产先进的测试设备。岛津依托X射线技术、色谱质谱技

术、图像处理技术，拥有强大技术支持团队，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专业易用的软件和数据库，

不断革新，不断挑战，为电子电气行业用户提供专业全面的行业解决方案。

联系人：郭晓婷（19512228951）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广电计量，股票代码：002967）成立于

2002年，是广州无线电集团旗下A股上市企业。广电计量是原信息产业部电子602计量站，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家全国布局、综合性的国有第三方计量检测机构，专注于为客

户提供计量、检测、认证、产品研发等“⼀站式”技术服务，在计量校准、可靠性与环境试

验、电磁兼容检测等多个领域的技术能力及业务规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联系人：任祥祥（13928998296）

4.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5.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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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绿专委小秘书 谷宇（13488674857）

吴青松（15733662265）

钱凯鹏（13718222033）

果  荔（13691510115）

刘贽萦（13824489331）

会务组联系人：

2022年12月1日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