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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组委会

关于“第九届‘一带一路’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
（NNBCS2017）”的通知

致各核电相关单位：

第九届“一带一路”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NNBCS）将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8 日在上海举办，

本次大会由上海英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核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世界核协会协办。

目前，中国大陆核电运行机组增至 37 台，到 2020 年，中国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将达到 8800

万千瓦。世界首堆 AP1000 装料在即，福清 5号核电机组穹顶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华龙一号”全

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CAP1400 设计通过审查，关键实验全部完成，具备开工建设条件。我国高温

气冷堆元件制造水平已走在世界前列，对推进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商业化和“走出去”具有重要意

义。2017 年 6 月 29 日，由中国出口建设的恰希玛核电 4 号机组提前并网发电，“华龙一号”海外

首堆卡拉奇项目的顺利进展成功贯彻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指导方针，中国核电出口成为“一

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名片。

为加强核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第九届“一带一路”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将聚焦中国核

电“出海”邀请政府监管机构，国内外核电业主单位，设计院，核工程建设工程公司，金融服务机

构，设备供应商及科研院校等嘉宾代表出席，将围绕 AP1000，华龙一号，CAP1400，高温气冷堆最

新项目及工程进展，海外核电市场政策，环境，风险介绍及国际合作展望，设备采购与监造，核电

人才培养，核电投融资产业发展等专场进行探讨。

前八届大会聚集了全球权威发言人近 300 位，参会人数超过 3000 人，促进了 200 多次供需对

接，现已成为最顶尖的分享政策法规，促进国际技术合作和了解设备采购需求的权威平台。获得了

核电业内人士及媒体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

鉴于贵单位在核电领域的重要作用，我们诚邀贵单位出席本届大会，并委派相关领导和专家做

交流报告，共建核电国际合作平台，助力中国核电走向全球。

特此邀请！

组委会联系人

上海英致：陈平平 021-6073 7200*8024，15370091341 Christych@innchinc.com

上海英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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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主题

聚焦新建项目进展，提升产业链配套，助力核电“走出去”

 主办单位

上海英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核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世界核协会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时间地点：2017 年 12 月 7 日-8 日，中国上海-上海中广核核电技术产业研发中心

 会议框架

12 月 7 日 签到

12 月 7 日

主会场（上午） 中国核电政策解析及核电“出海”项目展望

主会场（下午）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展望和新项目

进展

12 月 8 日

上午

平行分会场 1 设备采购与监造

平行分会场 2 核电投融资和产业基金发展

12 月 8 日

下午

1. 行业交流、供需对接 & 沙龙讨论

2. 技术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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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拟定议程

中国核电政策解析及核电“出海”项目展望

核电“十三五”规划纲要介绍和进展，政策法规

《核安全法》重点要点解读

核电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进展

国际核电立法监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核电“出海”在国际核能市场的挑战

中英核电项目未来的挑战，风险评估及采购模式

英国“华龙一号”GDA 审查情况介绍

“华龙一号”技术融合进展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项目进展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清 5/6 号机组”项目进展

CAP1400 示范工程项目的建造情况及施工优化方案

AP1000 项目进展（三门/海阳）

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项目进展

中国核建高温堆海外市场展望

南非核电新建项目规划与核电人才培养需求

“一带一路”国际核电人才培养计划

核电设备采购与监造专场

巴基斯坦核电项目采购模式

核电新建项目的采购模式和招标管理

核电设备资质取证，延证（最新法规）

华龙一号“走出去”中的采购本土化

CAP1400“走出去”中的采购本土化

核电技术“出海”与当地产业链的合作，机遇与挑战

中国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情况介绍

核电设备的预防性和服务性监造

核电设备监造的组织实施及经验反馈

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特点及体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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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技术“出海”与当地产业链的合作，机遇与挑战

业主在核电设备监造方面的组织，实践与经验反馈

核电投融资和产业基金发展专场

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融资、还款模式

“一带一路”下，开发性金融支持核电自主技术“走出去”合作计划

融资模式变革促核电产业健康发展

核电产业基金运作模式

海外核电项目融资模式及风险管理

第三国核电投资项目分析与展望

英国 HPC 项目融资模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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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请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世界核协会（WNA）

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

英国核监管办公室(ONR)

法国电力集团（EDF）

俄罗斯原子能机构(Rosatom)

沙特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城（KACARE）

阿根廷核电公司

阿根廷原子能委员会

阿海珐集团（AREVA）

阿联酋国家核能公司

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PAEC）

法中电力协会（PFCE）

法国核电规范标准协会(AFCEN)

法国核工业协会（GIIN）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

土耳其电力企业(Electric Uretim，EUAS)

土耳其原子能机构（TAEK）

德国 EMBW 公司

俄核电工程公司(NIAEP)

俄罗斯原子反应堆研究所（RIAR）

肯尼亚国会能源会员会

肯尼亚核电局（KNEB）

肯尼亚能源监管委员会（ERC）

肯尼亚能源与石油部（MoEP）

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 SN Nuclearelectrica SA

罗马尼亚经济能源部

马来西亚核电公司（MNPC）

美国 Entergy 公司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

南非 AVENG 公司

南非核能公司（NECSA）

南非能源部

南非协会(NIASA)

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英国核能行业协会

英国环境局（EA）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韩国水力原子能公司（KHNP）

韩国原子能研究所（KAERI）

加拿大原子能机构(AECL)

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

国家能源局

国家核安全局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环境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中国广核集团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中广核陆丰核电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

国核工程有限公司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公司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北方核燃料有限公司

中核霞浦核电有限公司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核电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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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

核建高温堆控股有限公司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核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核电站核级设备研发中心

清华大学

海盐，中国核电城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核电集团

上海电气重工集团

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烟台市核电建设项目办

公室

中国核电技术装备“走出去”产业联盟

连云港市核电协调办

浙江省海盐县核电办

浙江省三门县支持核电工程办公室

清华大学

科研院校

第三方核电配套服务公司

核电产业链供应商

（未完，更多国内外单位企业邀请中）

建议与会部门

核电厂总经办、总师办、综合管理部、技术支持部、质保部、设计管理部、工程部、项目控制部、总

体设计室、系布所 、系统设备处 、机械部、 招标中心、 设备采购处、 设备监造处、 施工项目部 、

合约处、 计划部、 建造中心、 采购监造处、 总质量处、 总体运行与质量保证部、 电气研究所 、

重大专项办公室、 规划发展部 、电气仪控所、 咨询部 、核电事业部、 国际事业部 、主设备所、

综合项目部、 国际核电开发部 、科技管理部 、核动力事业部 、设备鉴定中心及其他相关部门及科

室。

 报名相关事宜

发言嘉宾请填写：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发言嘉宾确认函

参会嘉宾请填写：中国核电前沿高峰论坛参会嘉宾确认函

 联系方式

组委会联络处(上海)：陈平平女士 邮件: Christych@innchinc.com
电话：(86) 21 6073 7200-8024 手机：(86)15370091341 传真：(86) 21 6176 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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