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
中国环联 2018 年（第二届）技术论坛
环卫市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会议通知
时间：2018 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
地点：富建酒店 四楼 国宴厅（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1885 号）

2016 年末，住建部城建司明确了当前环卫工作的五大任务：一是深入推进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二是提高公厕等环卫设施作业水平，三是推动垃圾分类
及回收利用，四是推动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建设，五是加强
行业能力建设。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颁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要求在 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并提出了“到 2020 年底，基本建
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的主要目标。同年 12 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通知，要求 2018 年 3 月底前，46 个重点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
方案或行动计划。到 2020 年底，46 个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 35%
以上。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国内建筑垃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近几年我国每年
建筑垃圾的排放总量高达 15.5 亿吨～24 亿吨，占城市垃圾的比例约为 40%。国
家层面,建筑垃圾处理产业政策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工信部和住建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
条件》(暂行)（征求意见稿）、国家发改委《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分别强调要建
立建筑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的资源化利用率应达
到 95%以上、到 2020 年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率要求达到 13％。住建部下一

步工作计划发布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存量保安
全、增量给出路、全面推进资源化利用。
2016 年 7 月，住建部发布了《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
出到 2020 年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60%。随着环卫服务领域逐渐向机械化、
一体化及市场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倾向于将环卫服务产业链整体打包招标。
福州、宁波、深圳、无锡、上海等多个沿海城市相继进行了环卫市场化改革探索。
环卫工作的市场化助推政府采购环卫服务，政府采购环卫服务又倒逼了环卫工作
的市场化改革。城市环卫改革犹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大有燎原之势。环卫市场化
为环保相关企业带来众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卫服务质量考核、环卫服务行
业标准顶层设计等挑战,环卫市场化进程中环卫服务要求和后期管理考核办法仍
需不断细化与明确。
基于以上背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拟以“环卫市场发展的机遇与
挑战”为主题，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市举办中国环联 2018 年（第二届）技
术论坛。届时，将邀请从事环境卫生管理相关领域的卓越企业代表，高等院校资
深专家及政府领导参加，解读环卫管理、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处理等
领域的相关政策、分析市场特点、分享创新业务模式与经营理念、探讨环卫市场
化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共同为推进我国环境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出谋划策。
因为有您，论坛将更加精彩。中国环联 2018 年（第二届）技术论坛期待您
的参与。

一：论坛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
指导单位: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中国城市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上海市市
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康恒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环创（厦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马盛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原环保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
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广东隽诺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报道杂志社
二：论坛费用
本次论坛注册费 2000 元/人（包含会议当天用餐，
《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型
技术案例精选集-村镇生活垃圾分散处理》、
《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型技术案例精
选集-建筑垃圾处理》、
《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型技术案例精选集-餐厨垃圾处理》、
《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型技术案例精选集-垃圾分类》、《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
型技术案例精选集-公厕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相关政策法规文件选编（20162018）》等会议资料以及项目参观），中国环联会员企业享有免费参会名额。参会
代表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请将注册费汇款到指定账户并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
前并发参会回执（附件 2）至会务组邮箱：zghl@envirunion.com。

三：联系方式
纪宇航 021-64055265*8850、18616765248
蔡静芳 021-64055265*8803、17602190626
传

真 021-64055710

附件 1：论坛议程
附件 2：参会回执
附件 3：住宿与交通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
2018 年 8 月 20 日

附件 1：
地点：富建酒店 四楼 国宴厅（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1885 号）
时间：2018 年 8 月 30 日 10:00-18:00

会议主持:著名环保人士

签到、资料发放

黄小山先生

2018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00-12:00
第一单元 环保新政下垃圾焚烧领跑企业的发展之道
9:00-9:30

签到

9:30-9:50

开幕致辞

发言人：唐家富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副局长

9:50-10:10

中国垃圾焚烧—从模仿到超越

发言人: 张

益

10:10-10:30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

科技引领 创新发展

发言人：蔡曙光
10:30-10:50

光大环境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

主题待定

发言人：邱 江
有限公司

理事长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

市场总监/董事长

10:50-11:10

垃圾焚烧运营管理的锦江经验

发言人：张超

中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11:10-11:30

静脉产业园实践-打造和谐社区

发言人：龙吉生
11:30-11:50

总经理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炉排式垃圾焚烧炉燃烧控制技术的探讨

发言人：王柯

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00-13:00 午餐
2018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3:00-18:00
第二单元 垃圾分类持续推进的行业机遇与企业策略
13:00-13:20 末端处置模式对干湿垃圾分类的影响
发言人：阮文权

无锡马盛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南大学 董事长/教授

13:20--13:40 全循环智能分类系统，洞见产业未来
发言人：李晓华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3:40-14:00 隆盛环境关于生活垃圾机械化分类及综合利用的探索
发言人：石东春

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第三单元 建筑垃圾资源再利用发展需求探索
14:00-14:20 适应新形势，构建新体系
发言人：陈一军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环卫处副处长

14:20-14:40 城市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处理技术探讨
发言人：刘越

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区业务部总经理

14:40-15:00 建筑固废资源化产业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
发言人：卢洪波

中原环保鼎盛郑州固废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00-15:20 可控气流技术在固废处置领域的应用与探讨
发言人：曹飞

广东隽诺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工

15:20-15:40 茶歇

第四单元 环卫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创新业务模式
15:40-16:00

主题待定

发言人：朱宏楠 杭州锦江集团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研究院执行院长
16:00-16:20 县域环境综合整治中车模式
发言人：阳平坚

中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20-16:40 环卫市场化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发言人：罗伟

北京环卫集团

副总经理

16:40-17:00 以规范为先导，以数据为支撑，构建环卫企业管控新秩序
发言人：陈黎媛 中环洁环境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五单元 中国环联 2018 年度典型技术案例颁奖仪式
2018 年度建筑垃圾处理典型案例奖、2018 年度垃圾分类典型模式案例奖、
2018 年度餐厨垃圾处理典型案例奖、2018 年度创新公厕技术产品典型案例奖

18:00 会议结束
2018 年 9 月 1 日 9:00-12:00
店一楼集合)

技术参观 (早上 8 点会议酒

老港生活垃圾科普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附件2：
参 会 回 执
单位名称
地

址
电话

联系人
姓名

性别

Email
职务

参会
人员
信息

其它要求请备注：

（请于 8 月 26 日前发送）

注册费汇款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福州路支行
帐

号：121923828710705

手机

邮箱

是否参观

附件3：
推荐住宿酒店:
a.上海富建酒店

www.fujianhotel-sh.cn

联系人：王能武 021-33238888/13917726155
会场周边其他酒店：
b.上海市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七莘路和颐酒店
联系人：邹洁 021-55698995/18702182863
c.上海悦隆酒店
联系人：曹峰 021-54886699-3106/15921111734
注：预定时请说明中国环联技术论坛参会者入住以享受优惠价格，房间数量有限，请有需要
的代表提前预定。

交通指南：
论坛活动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885号（近华友路），富建酒店
公共交通：
1. 从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
A． 出租车：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8 公里车程；
B． 公交车：在虹桥枢纽东交通中心乘坐虹桥枢纽 4 路公交车，到七莘路华友路站
下车，步行 50 米即达酒店。
2. 从上海南火车站
A. 出租车：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10 公里车程；
B. 公交车：乘坐 803 路公交车，到七莘路华友路站下车，步行 50 米即达酒店；
C.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到漕宝路站，换乘地铁 12 号线到七莘路站下车，从 2
号口出，步行 600 米即达酒店。
3. 从上海火车站

A． 出租车：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25 公里车程；
B． 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到漕宝路站，换乘地铁 12 号线到七莘路站下车，从 2
号口出，步行 600 米即达酒店。
4. 从浦东机场
A． 出租车：乘出租车到酒店约 48 公里车程；
B． 地铁：乘坐地铁 2 号线到南京西路站，换乘地铁 12 号线到七莘路站下车，从
2 号口出，步行 600 米即达酒店。

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