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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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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月，习近平在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重申中国将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愿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继续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艰苦努力。”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说，“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

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将说到做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深圳）碳中和产业国际博览会“（简称：深圳碳中和展)旨在集中构建年度交流平台。为
全国各地基于国家大势下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学术、技术、解决方案进行充分交流与合作。

展会在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下进行展示，配备在各核心领域最高层次的交流峰会，以期打造碳中和专业会展
平台。

展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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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展区 

1、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下，需要产业技术创新在会展平台对比性和综合性强的环境中快速构建合作体系；
2、能源重构趋势下，需要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项目、新市场做支撑，专业展览可综合以上各项；
3、双碳概念下的新政策、新趋势、新市场需要解读平台。

1、碳汇资源需要展示对接平台;
2、乡村振兴需要集中展示平台；
3、各行各业需要资源对比交流平台。

1、深圳有完全市场化的会展专业能力，可更高效促进产业交易；
2、深圳有超前理念可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样板 工程；
3、深圳有国际一流的会展配套能力；
4、深圳有集合学术、技术、资本、市场的影响力。

产业需求

市场需求

城市匹配

1.太阳能利用展区

分布式光伏整体解决方案、光伏发电站整体解决方案；

光伏产业供应链：光伏生产设备、光伏原材料、光伏工程及系统、光伏相关零部件；

2.氢能与燃料展区

制氢设备、储存与安全检测技术与设备、加氢站设备等各种燃料电池及系统应用、燃料电池材料、配套装置、

系统以及生产加工设备、测试与分析技术及设备、能源（氢能）替代整体解决方案 

3.生物质能与利用展区

乙醇燃料、生物柴油、生物甲烷技术和产品、纤维素乙醇技术、微藻燃料技术、生物制氢技术等；

生物燃料生产设备、仪器与设备、生物质（颗粒）气化燃烧锅炉等；

4.风能发电与利用展区

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项目整体解决方案；

风力发电设备：叶片、塔筒、齿轮箱、主轴轴承、机舱罩、发电机、主控系统；

5.海洋能、地热能、核能、水电（抽水蓄能发电）



03
低碳新工业与传统节能改造展区

02
新能源汽车与储能技术展区

CCUS技术及应用展区

05
碳交易展区

06
乡村振兴展区 

碳中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展区
07

科研院所，高校，绿色金融，碳普惠，碳科普，行业媒体展区
08

04

碳汇开发：市、县林农草竹业系统碳汇资源展示、地方碳汇资源展示、其他CCER项目展示。

相变吸收、复合胺吸收、离子液体吸收、膜分离、固体吸附等捕集技术；

CO  高效利用与高值转化技术；

化学、生物、地质、矿化等利用技术、碳工业化技术；

甲烷、氮、含氟气体等捕集利用技术、固碳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封存、压缩运输、注入、监测技术等；

1.储能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铅酸蓄电池、智能电池、钠电池、钠硫电池、超级电容器、

可再生燃料电池、液流电池等。

2.储能系统与解决方案：新能源储能柜、集装箱储能电站系统、户外移动储能电源、离网/并网储能系统、基站

储能、微电网、分布式能源、EMS、BMS、储能逆变器、能源互联网技术、UPS系统，光储充一体化系统等以及嵌

入式储能、飞轮储能、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

3.电池回收利用展区：废旧电池收、储、运技术、废旧电池回收拆解设备及整线系统、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废旧电池再生利用等。

4.新能源汽车储能配套利用：两轮车储能系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充电站、充电站配电设备、停车场充电设

施及智能监控设备、电动汽车储充换电站、车电互联、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输配电

系统及设备。

绿色低碳建筑、低碳环保建材、节能管理、工艺改造及技术升级、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建筑节能

供热、制冷技术、能效与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工程等综合服务、环保装备。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项目。

碳排放权交易所及核证机构；

碳认证、碳盘查、计量、标签等平台与技术服务；

碳资产管理、投资及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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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采购群体

采购群体：新能源汽车、物流车、巴士、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平衡车等低速电动领域；船舶、无人机、机器人、工具
等动力领域；电力、光伏、风能、通信、数据中心、电源等储能领域；电池产业链研究、生产制造领域专业观众：包括电池制
造商、材料商，设备商、配件商等以及政府、协会、科研院所、高校、投融资领域；行业服务商，媒体等。

同期论坛活动

政府参观团

开幕式暨碳中和产业高峰论坛
分论坛一：双碳目标下储能技术发展及应用
分论坛二：光伏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探讨
分论坛三：双碳目标下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态势及技术突破

碳中和研修峰会
          ⸺聚焦双碳概念，双碳政策，双碳技术，双碳经济
分论坛一：双碳概念解析及政策宣贯
分论坛二：聚焦能源重构及产业调整
分论坛三：碳交易高峰论坛暨碳汇资源开发投洽会

碳中和创新创业大赛

01

02

03
04

专家顾问团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
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深圳市原副市长

李宝华   教授
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负责人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材料研究院副院长

王 东  院长
深圳市应当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
深圳国际低碳发展研究院院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气候变化与
低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康飞宇   教授
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专家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副院长

孔 英   教授 
世界低碳城市联盟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SIGS-IMR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湾区国际商学院院长

马蔚华（拟邀） 唐  杰（拟邀）

张燕龙 专家
深圳星火绿色创新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CER,CCER,VCS项目专家

碳中和研修峰会启动仪式暨碳友之夜

大湾区：佛山市，河源市，江门市，韶关市 ，英德市，汕头潮阳区，肇庆市，梅州市...

内地政府：怀化市，长沙市，郴州市，湘西自治州，常德市，龙山县，永州市，柳州市，南宁市，桂林市，来宾市，象州县，阳朔县，
河池市，遵义市，黔东南市，贵阳市，红河自治州，恩施自治州，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宜昌市，鄂州市，黄石市，十堰市，竹山
县，竹溪县，谷城县，麻城县，大冶县，简阳市，焦作市，哈尔滨市，莆田市，赣州市，宜春市，井冈山市，九江市，吉安市...

易昌良  专家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管理专家
委员会秘书长、
现代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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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及核证、签发机构

投资及绿色金融机构 商协会

中国一汽解放集团、山东重工（潍柴集团）、中车时代电
动汽车、盈峰环境集团、三一重工集团、广汽集团、长城
汽车、吉利汽车集团、北汽福田汽车集团、江淮汽车集
团、奇瑞汽车集团、比亚迪、深圳开沃汽车集团、蔚来汽
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领跑汽车、地上铁、长安汽车
集团、东风汽车集团、特斯拉汽车。

中石油、国家电网、东方电气、中广核、华电能源、国
网信通、皖能电力、建投能源、福能股份、上海电力、
吉电股份、金山股份、大唐电力、中建集团一局、四
局、五局、八局、中铁集团、中建科技、中国航空、中国
一汽、中国二汽、东风汽车、葛洲坝、长江委、中水集
团、中电建集团。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广州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海峡股权交
易中心及13家核证机构。

清华（深圳）研究院、北大（深圳）研究院、中南大学（深
圳）研究院、哈工大（深圳）研究院、中科大（深圳）研究
院、深圳大学新能源研究中心、大东时代（深圳）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中南林业大学。

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航锂电、孚能科技、鹏辉能源、欣
旺达、雄韬股份、拓邦股份、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盛心锂
业、德赛电池、广东天劲、经纬锂能、卓能新能源、比克电
池、超思维、科威尔、瑞能实业、科聚新材、星恒电源、博
力威、昆宇电源。动力电池上下游材料：贝特瑞、德方纳
米、新宙邦、星源材质、湘潭电化、杉杉股份、恩捷股份、
容百科技、天赐材料。
动力电池装备：先导智能、海目星、大族激光、赢合科技、
光大激光、泰德激光、星云股份、信宇人、时代高科。
动力电池回收：格林美、深圳乾泰、深圳泰力、北京赛
德美。
充、换电模块、系统及运营：普天新能源、科陆电子、星星充
电、南网、安车检测、英可瑞、英飞源、优优绿能、盛弘科技、
科华恒盛、广东易事特集团、深圳青禾新能源。
氢能燃料电池：上海重塑、上海捷氢、云浮国鸿、氢蓝
时代、深圳国氢、深圳市通用氢能、深圳氢雄、中集集
团、中电国氢研发（深圳）公司、深圳氢瑞科技、广东泰
极、广东卡沃罗、广东瑞格、伊腾迪、哈工大（深圳）氢
能与燃料电池研究院、深圳南科燃料电池、凯豪达、深
圳东氢时代电动车。

隆基股份、天合光能、协鑫、晶科、阿特斯、东方日升、
晶澳、国家电投、 特变电工、英利、中来股份、中环股
份、华为、阳光电源、锦浪、固德威、古瑞瓦特、三晶电
气、科士达、 科华、正泰、首航、通威股份、唐山海泰、中
建材、大海光伏、中南光电等。

起点共享换电、深圳市电动自行车产业促进会、朴朴网
络装备、铁塔能源、雅迪电动车商用车事业部、爱玛电
动车、台铃电动车、小牛电动车、大鱼电动车、小呗出
行、智租换电、新日股份、春藤物联、51换电、骑士换电、
嘟嘟物联、蘑菇物联、光宇换电、小哈换电、这锂换电、
弗迪换电。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
行、浦发银行、平安金融、宁波银行、红杉资本、架桥
资本、深圳创新投资、TCL创业投资、创东方投资、达
晨财智创业投资、远致富海投资、东方富海投资、同
创伟业、启赋资本、基石资产、松禾资本、招银国际资
本、中南资本、深圳力合清源投资、深圳容璞资本、前
海百富源资本。

深圳市产业园区协会、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
广东省电脑商会、广东省节能协会、中国氢能百人会
......

知名企业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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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产业及整车企业 两轮电动车企业

光伏产业知名头部企业

动力电池及检测企业

院校研究机构

碳排放源企业



碳友会，是“中国（深圳）碳中和产业国际博览会”组委会基于专业展览平台，围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专业人群，打造的线上“
朋友圈”和线下“俱乐部”。目标在于共同认知政策宣贯、技术应用、交易变现和可持续发展，用正能量共同推动“碳中和”事业，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平台智慧。碳友会俱乐部将组织月度沙龙，季度高峰论坛及年度颁奖盛典。

“碳友会”线上朋友圈、线下俱乐部

“碳友会”线上朋友圈

线下俱乐部

建立采购名录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2022年参展企业自动成为碳友会创始会员

创建圈内人士交流的平台，提供碳相关的专家咨询服务

碳友会权益

陈  军

陈世卿 

成会明

黄 震

贺克斌

江  亿

李  灿

刘  科

南策文

倪维斗

吴  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

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立泉

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第三脑研究院创始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院碳中和技术研究所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未来城市人居环境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院长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国家高层次人才联谊会副会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专家、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新能源材料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能源与环境材料学科首席教授、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
中心清洁能源领域主任兼首席科学家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广东省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联盟理事长、深圳市氢能与燃料电池协会荣誉会长、深圳市氢能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前加拿大国家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际驰名燃料电池专家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广州大学黄埔氢能源创新中心主要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鸿基创能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和
首席技术官

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工程科学和固体力学专家、上海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学专家

往届演讲嘉宾

叶思宇

徐政和

张统一

赵天寿

邹志刚

王海江

示意图



备注：1、标准展位配置：隔间墙、楣头、层板、地毯、接待台、2把椅子、垃圾篓、射灯
           2、空地展位，不含任何配置，由企业自行搭建。

类别

标准展位（9㎡）

光地（36㎡起租）

价格

15800元/个

1580元/㎡

备注：以上价格含税

展位报价

展会报价

展会总冠名

钻石赞助

金牌赞助

银牌赞助

专场推介会

邀请函广告

地贴宣传

茶歇

伴手礼

LED屏轮播

独家

2家

3家

6家

10场

独家

3家

30,000/家

30,000/家

30,000/家

1,000,000

500,000

300,000

200,000

50,000/小时

30,000

20,000

易拉宝

手提袋

参观证

矿泉水赞助

背景桁架

可移动广告牌

展馆周边宣传

抽奖奖品

纪念大礼包

企业宣传片播放

若干

独家

独家

独家

1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家

50,000/家

需根据展馆定价

根据实际赞助奖品定

100,000

50,000

独家

2家

赞助方案

赞助项目 赞助家数
赞助金额（含税）
（人民币：元） 赞助项目 赞助家数

赞助金额（含税）
（人民币：元）

**物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发电站项目、**风力发电厂项目

**产业零碳产业园项目、**绿色产业园转型升级项目

**农业经济项目 

**CCER项目

**废旧矿业改造项目

持续更新中......

核心项目

媒体宣传

中国电池网、国际储能网、全球氢能源网、国际氢能网、高工氢电、北极星氢能网、新能源网、能源界、华夏能源网、动力电池网、
第一锂电网、北极星电力网、节能产业网、索比光伏网、OFweek光伏能源网、淘光伏、碳汇林、碳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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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

行业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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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姐（主办方联系人）

1 8 8  1 3 6 8  9 3 4 6

0755-2979 9888

参展请致电咨询组委会

扫码关注我们

战略合作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