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企业能源合作论坛

参会人员名单

一、外方参会人员名单

国家/地区 公司/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塞尔维亚 矿业与能源部 佐拉娜·米哈伊洛维奇 副总理兼矿业与能源部长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国家电网公司 弗拉基米尔·伊利奇 资产管理部总监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驻华使馆 杜尚·贝拉 驻华大使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驻华使馆 玛蒂娜·米哈洛娃 经济外交官
斯洛伐克 尼尔能源公司 米罗斯拉夫·诺瓦克 首席技术官
斯洛伐克 尼尔能源公司 弗拉基米尔·米斯特里克 联合创始人
斯洛伐克 伊科凯普斯公司 博胡斯拉夫·皮萨 销售总监
保加利亚 电力系统运营商 赫斯蒂亚娜·波波娃 专家
保加利亚 电力系统运营商 内文·艾哈迈德 专家
保加利亚 艾诺基欧公司 康斯坦丁·德利西夫科夫 首席执行官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工业材料进出口

有限公司
杨建康 董事长

克罗地亚 艾迪威公司 阿纳马里娅·韦利亚契奇 经理
克罗地亚 艾迪威公司 露西·韦利亚西奇 主任
克罗地亚 马林能源公司 成辉 大中华区总裁

丹麦 维斯塔斯 孙杨 公共事务总监
德国 博众能源转型论坛 索尼娅·里斯特斯卡 东南欧项目经理
德国 德国索伦科能源公司 米罗斯拉夫·多莱西 副总裁

希腊 希腊驻上海总领事馆
阿里斯蒂迪斯·格奥尔戈

普洛斯
科学顾问

希腊 希腊驻上海总领事馆 乌拉尼亚·齐克纳基 经商处副领事
希腊 温曼公司 梅内劳斯·普拉利斯 大区销售经理

匈牙利 匈牙利创新与科技部 马蒂亚斯·拉兹洛 国际关系司国际官员

匈牙利
匈牙利能源和公用事业监

管局
乔治娜·伯纳思 国际能源专家

匈牙利 西巴尔干绿色中心公司 奥罗斯·拉兹洛 首席执行官
拉脱维亚 利迪尔能源公司 马雷克斯·梅斯塔斯 项目经理

北马其顿 斯特国际公司
伊维卡·斯塔诺伊科夫斯

基
经理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能源中心 科尼柳·博迪亚 主席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能源中心 米海·马卡里 项目顾问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能源中心 拉杜·波帕 副主席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能源中心 伊恩·罗斯卡 副主席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能源中心 伊琳娜·妮塔 市场交流经理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石油服务公司 莫妮卡·格奥尔吉塔 业务发展部副总裁
俄罗斯 卢克石油公司 龚文杰 亚太区总裁顾问
国际组织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佩蒂亚·伊切娃 东南欧区域经理
国际组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李新星 中国团队负责人
国际组织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吴奔扬 顾问

二、中方主要参会人员名单



公司/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霍玉珍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

国家能源局 任京东 副局长
国家能源局 王大鹏 新能源司副司长
国家能源局 潘慧敏 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浙江省人民政府 陈金彪 常务副省长
宁波市人民政府 陈仲朝 常务副市长
浙江省能源局 季树忠 副局长
浙江省能源局 董 忠 规划处处长
宁波市能源局 励志纲 局长
宁波市能源局 王力平 副局长

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方
秘书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姜士宏 副院长

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方
秘书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方晓松 国际部主任

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方
秘书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王顺超 国际部主任助理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申彦锋 副总经理
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

司
丁 健 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黄永章 总裁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陆如泉 国际部副总经理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宏斌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霍 健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刘广迎 副总经理

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李德永 副总经理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李向阳 国际部副主任

南方电网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施应鹏 项目开发部副总经理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宋太纪 海外事业部副主任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耿克成 国际业务部副主任
中国华电香港有限公司 卢又安 副总经理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属
宁波绿动公司

李鹏飞 总经理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许 可 处长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田雪晨 塞尔维亚分公司总经理
三峡境外清洁能源基金 陈 闯 投资部副总监

国家能源集团 李睿雪 主管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 毕竞悦 宏观政策研究部副主任

国家能源集团国贸公司 王秋来 部门副经理
国家能源集团科技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林福来 副总裁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赵曾琪 处长
国电华北国力电力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李云飞 副总经理

华润电力 王羽鹏 研发工程师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王俊晶 商务经理

中国能建国际集团 吕泽翔 董事长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成 明 塞尔维亚代表处总经理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臧海瑞 市场开发经理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 范志义 中东欧代表处总代表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吴文豪 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佟 刚 投融资一部总经理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王 涛 规划院书记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李子林 高级工程师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户 倬 国际核电项目副总经理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李宏亮
科技创新与工程建设委员会 工程建设

分委会委员
宁波市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边迅迪 招商部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冰 副总经理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 扬 高级海外销售经理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龙君 国际公司总经理
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俞乾威 投资经理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曹 曦 国际销售经理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钱 晶 全球副总裁
浙江氢邦科技有限公司 杨 钧 总经理

远景能源 刘 烨 战略市场部助理总监
宁波光年太阳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周松成 董事长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唐 祺 欧洲区总经理
宁波绿动燃料电池有限公司 李鹏飞 总经理
宁波工程学院中东欧研究所 周 末 研究员

宁波工程学院 孙 怡 国际部职员
上湾煤矿 庄 园 副矿长

银硃合伙人有限公司 何先生 合伙人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朱福生 欧洲区销售总监

新疆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崔 璨 高级大客户经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 邵 东 副总经理

武汉帕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李 龙 总经理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一鸣 董事长兼总经理
和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张 力 部门经理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崔 成 处长

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中心 周红侠 研究员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霍晶莹 主任助理/处长

上海交通大学 李 品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郑晓宇 科技主管
宁波市商务局中东欧博览与合作促进中心 程月嘉敏 贸易展览部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张泽栋 欧洲办公室高级经理
中国贸促会煤炭分会 解文波 秘书长

中国能源报社 董 欣 新能源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