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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为世界供给能量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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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海洋
为世界供给能量和食物

峰会致力于推动领先机构、企业和技术集群间的跨
境合作，深化挪威与亚洲在贸易及投资方面的合
作。

海运、能源和海洋产业在应对当今的许多全球挑战
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2050年，世界人口预
计将超过90亿。快速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对食物、能
源、运输和矿物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气
候变化、过度捕捞和污染，海洋已经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

为防止气候被进一步地破坏，全球能源系统正在经
历快速转型。亚洲居住着世界上60%的人口， 对亚

洲而言，行动的紧迫性尤为明显。新技术的创新和
应用对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峰会上，
来自挪威和亚洲的商界领袖将展示他们在这些领
域所做的工作，并讨论协作将如何加速能源转型，
为构建更健康的海洋环境做出贡献。

我们翘首以盼，欢迎来自领先的海运、能源和海洋
集群中最重要的挪威和亚洲决策者们。

       此致
敬礼 ！ 

                              2019挪威-亚洲商业峰会联合主席 
                                           Dilek Ayhan · Dan Bjorke

2019挪威-亚洲商业峰会将于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上海举办，我们期待与您相聚！峰会是当今挪
威和亚洲商业领袖间最重要的经济论坛。2019年的峰会将聚集海运、能源和海洋产业的前沿公司，在世界
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上海，进行极具价值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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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如下机构支持
•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  中国船东协会
•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
•  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上海市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会
•  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
•  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
•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
•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  航运界
•  中国马来西亚商会（上海）
•  中国新加坡商会（上海）
•  印度尼西亚商会（上海）
•  中国挪威商会
•  新加坡挪威商会
•  印度尼西亚挪威商会(INBC)
•  马来西亚挪威商会(MNBC)
•  缅甸挪威商会(MNBC)
•  北欧孟加拉国商会
•  北欧越南国商会

•  挪威王国驻北京大使馆
•  挪威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  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  挪威贸易、工业及渔业部
•  挪威创新署
•  挪威船东协会
•  挪威国家能源商会
•  挪威研究基金会
•  挪威海产局
•  挪威进出口银行
•  挪威出口担保机构
•  挪威工业产权局
•  挪威企业联合会(NHO)
•  丹麦工业联合会
•  GCE海洋科技
•  GCE节点
•  GCE蓝色海事
•  NCE海事清洁科技（Maritime CleanTech）
•  水木易德投资
•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
•  海洋产业论坛Oslofjord
•  《经济学人》
•  SMB Norge
•  挪威中国商会
•  挪威印度商会
•  挪威韩国商会
•  挪威新加坡商会(NBAS)
•  挪威香港商会(NCCHK)
•  挪威日本商会(NCCJ)
•  菲律宾挪威商会(PNBC)
•  泰国挪威商会(T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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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上海加入我们
亚洲拥有世界上许多重要的海洋中心，并将在未
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海洋产业在亚洲地区的
发展，已经逐步开始成为新的典范。

2019年峰会将迎来来自亚洲和挪威的与会嘉宾，
他们包括工商界领袖、政府代表、技术创新发明
家、商业支持组织、专家及媒体。

挪威-亚洲商业峰会由挪威（中国）商会主办，联
合挪威王国驻北京大使馆、挪威王国驻上海总领
事馆、挪威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挪威创新署、上
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等众多伙伴共同举办。同时，峰会还获得

了众多的亚洲及挪威商业协会和联合会的大力
支持。

此外，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作为上海领先
的政府投资促进机构,与挪威—亚洲商业峰会密
切合作,共同吸引相关参会者并促进参会企业之
间的贸易洽谈。峰会也获得了上海组合港管理委
员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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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议程
周四，2019年10月31日

17:30-19:00  威宝接待会（前500名注册嘉宾）
19:00-22:00  NABS欢迎宴会

周五， 2019年11月1日
 
08:00-08:50  早餐活动   
                                                                              • 知识产权

09:00-11:30  大会开幕式及全体大会

11:30-13:00  午餐        

13:00-17:00  海洋论坛
   平行会议
   • 跨界科技
                                                                              • 近海与内河航运的智能和绿色
                                                                              • 绿色船运
                                                                              • 海洋数字化
                                                                              • 海洋的投资机会
                                                                              • 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里的角色
                                                                              • 可持续发展海洋之路
                                                                              • 液化天然气
                                                                              • 海上风电
                                                                              • 氢能源
                                                                              • 投资挪威
                                                                             
18:00-19:00  招待会

19:00-22:00  挪威海鲜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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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2019年11月2日
 
08:00-09:00  早餐活动
  • 全球经济里的中国——《经济学人》与BI挪威商学院
08:30-12:00  平行会议
                                                                             • 科技论坛
                                                                             • 能源研讨会（邀请制）
                                                                             • 投资亚洲
                                                                             • 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之路
                                                                             • 铺平在中国拓展业务的道路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公司参访

闭门午宴及招待会

周五， 2019年11月1日
11:30-13:00  海事主题高级别午宴
11:30-13:45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高层午餐会
17:30-18:30  BI挪威商学院招待会

整场峰会活动中将组织业务撮合与贸易洽谈，会议安排以活动现场当天为准。

地址：
上海外滩W酒店
中国上海市旅顺路66号 邮编 200080
电话 + 86 21 2286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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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及全体大会
日期：2019年11月1日
时间：09:00至11:30
地点：W酒店，2楼，宴会厅 
主持人：成蕾

08:30                                                       来宾入场

09:00 - 09:15                                         欢迎致辞
                                                                   • Morten Sten Johansen， 挪威商会中国主席
                                                                   • Dilek Ayhan和Dan Bjorke， 2019挪威-亚洲商业峰会联合主席

09:15 - 09:45                                         嘉宾致辞
                                                                   • Torbjørn Røe Isaksen阁下， 挪威贸易、工业及渔业部部长
                                                                   • 杨朝，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 孔福安,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
                                                                   • 徐国毅，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09:45 - 09:55                                         签字仪式

09:55 - 10:00                                         文化表演

10:00 - 10:10                                         主旨演讲
                                                                   • 马骏，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一、 能源转型——为新商业机会赋能

10:10 - 10:20                                         主旨演讲
                                                                   • 李雅兰， 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国际燃气联盟候任主席

10:20 - 11:00                                         圆桌讨论
                                                                   • Rikard Gaarder Knutsen 阁下, 挪威石油与能源副部长
                                                                   • 杨华雄， 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
                                                                   • 李雅兰, 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国际燃气联盟候任主席       
                                                                   • 王振勇,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
                                                                   • 李俊峰，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秘书长、扎伊德可持续发展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 Liv A. Hovem，DNV GL石油天然气部门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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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rgeir Kydland，艾奎诺全球战略及业务发展副总裁
                                                                   
   

                                                                   二、海洋可持续发展——机遇及挑战

11:00 - 11:10                                         主旨演讲：海洋面临的最大威胁及其解决方案
                                                                   • Vidar Helgesen，挪威海洋特使

11:00 - 11:35                                         对话1：数字化及创新驱动的海洋可持续发展
                                                                   • Vidar Helgesen, 挪威海洋特使
                                                                   • Geir Håøy, 康士伯集团首席执行官
                                                                   • Morten Fon, 佐敦首席执行官

                                                                   对话2：构建新价值链及商业模式，可规模化发展工业技术  
                                                                   • 朱德权，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 Per Ingvar Olsen, BI挪威商学院教授

                                                                   对话3:海洋的机会 
                                                                   • Geir Sviggum, 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董事长
                                                                   • Vidar Andersen, DNB国际企业银行业务主管 

11:35                                                       结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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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中国和挪威

主办方：挪威工业产权局和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
协办方：中国知识产权局

日期：11月1日
时间：08：00至08:50
地点：W酒店，3楼，风尚厅2

中挪两国的工业产权当局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了新的
专利审查高速路（“ PPH”），该协议将于2020年4月1日生
效。挪威工业产权局和中国知识产权局将介绍这一专利
审查高速路的关键要素，以及这一协议对您业务有可能
产生的影响。来自挪威和中国双方的不同视角将是讨论
的重点。

在中国已有17年业务经验的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将为准
备在中国实地开展业务、或希望在中国启动业务的挪威
公司提供更多洞见、案例研究和策略。我们也会提供与中
国公司切身相关的资讯。

中国和挪威经济在技术驱动方面都遥遥领先，每年都有
大量新增知识产权注册。本次研讨会聚焦讨论企业在知
识产权保护涉及法律层面上如何运作。我们的侧重于在
涉及到错综复杂的情况时如何以业务经营为本，务实运
作。

议程和演讲嘉宾

知识产权制度概要
• Bjørn Lillekjendlie，挪威工业产权局

中国知识产权现状解密
• Therese Trulsen，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中国首席代表

问答环节，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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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与合作共赢

主办方：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午餐会（邀请制）

日期：11月1日
时间：11:30 - 13:45
地点：W酒店 1楼，绮炫厅 2

议程和演讲嘉宾

欢迎辞

中国能源政策趋势及商业机会
• 陈新华，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

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能源发展中的作用
• 翟永平，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

挪威能源研究的优先领域及企业协作的作用 
• Fridtjof Unander 挪威研究理事会执行董事

亚洲及挪威企业对所在能源市场与技术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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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科技
主办方：GCE海洋技术、GCE节点、GCE蓝色海事集群

日期：11月1日
时间：13:00 – 17:00
地点：W酒店 1楼，绮炫厅 3

挪威是全球领先的尖端海上技术供应者之一，这主要得
益于挪威在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所赢得的领先地
位。过去几年中，该供应商行业一直在努力为这一能力和
技术赋予新的定位，以进入新相关市场，如建设海上风电
场、深海矿场和下一代渔场。

这一转型的快速实现得益于挪威最大型、最成熟的产业
集群——全球专业知识中心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它所
促成的一系列关键项目和计划。GCE中心的运作非常成
功，许多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里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公司
目前已成为新兴海洋产业的主要供应商。

议程和演讲嘉宾

欢迎辞
• Owe Hagesæther，GCE海洋技术首席执行官

以下公司将在本会议里发言：

• Francis Wong, 麦基嘉副总裁
• Johan Sandberg, Aker Solution
• Gisle Nondal, Unitech Offshore
• Berit Lid Scharff, 4Subsea市场与业务拓展副总裁, 
• 杜可, 乌斯坦集团执行副总监
• Jon Åge Eidem, Ulmatec

总结发言
• Anne Lene Dale，GCE 节点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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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与内河航运的智能和绿色科技

主办方：NCE 海事清洁科技（NCE Maritime              
                CleanTech）
协办方：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日期：11月1日
时间：13:00 – 15:00
地点：W酒店 2楼，会议室 2+3

按照国际海事组织（IMO）所商定的战略：到2050年，全球
航运的碳排放量必须减少50％。在海商行业，不少船只都
安装了新型绿色电力系统。

世界上第一艘全电动渡轮在2015年开始运营使用，世界
上第一艘液态氢动力渡轮也即将完工，零排放快速渡轮
的技术也已达到投放市场的指标。这将掀起一轮全球短
途海运和城市运输的革命。在本分会场，全球领先的海事
相关从业者将荟萃一堂，探讨清洁海事活动的当务之急
和未来潜力。

议程和演讲嘉宾

欢迎致辞
• Hege Økland, NCE Maritime CleanTech 首席执行官

演讲嘉宾
• 徐国毅，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Torleif Stokke，执行总监，Servogear
• 纪永波，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中国船舶运
    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 Frode Skaar， 卫实康公司业务发展总监
• 杨立新，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航运服务处副
   处长
• Bjørn Sundland, 高级商务经理，BKK
• 冷步里， 广东珠江船务企业执行董事
• 周啸伟，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事业部副
    总经理



KONGSBERG specialises in develop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extreme performance for 

extreme conditions. Working together as a global team, 

we have created an integrated portfolio of solutions, for 

businesses, partners and nations operating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to outer space; to the digital frontier.

kongsberg.com

TECHNOLOGY 

FO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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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航运
主办方：挪威船东协会、中国船东协会、康士伯集团、
               DNV GL

日期：11月1日
时间：13:00 - 14:30
地点：W酒店 3楼，风尚厅 2

航运新时代即将到来，既要达成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又
要为全球贸易提供有效服务，转型迫在眉睫。海运业需要
开发并部署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技术、燃料和解决方案。
对绿色航运的投资将是可持续海洋经济的关键所在。

演讲嘉宾

• Harald Solberg,挪威船东协会首席执行官
• Geir Håøy, 康士伯集团首席执行官
• 张守国， 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
• Morten Fon, 佐敦首席执行官
• 胡劲涛，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
• 蔡玉良，中国船级社科创试验中心主任
• 彭传圣，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环保与节能技术
    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 Laila Johnsen, 挪威进出口银行高级副总裁
• Thor-Magne Johansen, 挪威进出口银行高级副总裁, 
    Energy and Industry team
• Erik Solheim, 前挪威环境与国家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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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数字化
主办方：挪威船东协会、中国船东协会、康士伯集团及
DNV GL

日期：11月1日
时间：14:45-16:15
地点：W酒店 3楼，风尚厅 2

伴随环保法规和公众对环保关注的持续加强，数字化技
术和服务将会为海事业，海工及其他海洋产业围绕降低
能源消耗，提高行业效率和透明度的努力提供保障和可
能，从而为这些行业包括减碳的绿色转型带来新的商机，
当然这些商机也会与挑战同时存在。
 
数字化海洋平行论坛将关注数字化转型的颠覆性的思维
和思考，探讨海事，海工及其他海洋产业如何更好地推动
行业内及跨行业的合作，以更加环保和负责任的方式来
实现可以创造利润的海洋行业的商机。

演讲嘉宾

• 潘裕国，香港环球轮船代理公司主席
• Egil Haugsdal, 康士伯海事总裁
• Liv Hovem, DNV GL石油与天然气首席执行官
• Bjørn Tore Markussen, 海洋数据平台基金会首席
    执行官 
• 殷明，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书记
• Hyongmo Jeon –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海洋创新研究
   部负责人 
• 马枫博士，武汉科技大学
• 刘倩文，亿海蓝副总裁
• 周诗豪， 远去哪创始人兼CEO
• Ahmed Khamassi, 数据科学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艾奎诺
• Aleaxander Aukner, DNB资深分析师
• 罗幼安, 中海油服钻井研究院院长
• 蒲洪彬，中国海工联盟秘书长



Despite its small size, Norway is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players in a whole range of 
industries. DNB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business areas with which our country and 
bank have had close historical ties. With presence in Shanghai through DNB Bank ASA 
Shanghai Branch and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our first-hand knowledge means that we 
can offer exceptional expertise and unique insight into these markets.

Learn more at dnb.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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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投资机会
主办方：挪威船东协会、中国船东协会、工银金融租赁

日期：11月1日
时间：16:30-17:30
地点：W酒店 3楼，风尚厅 2

伴随环保法规和公众对环保关注的持续加强，数字化技
术和服务将会为海事业，海工及其他海洋产业围绕降低
能源消耗，提高行业效率和透明度的努力提供保障和可
能，从而为这些行业包括减碳的绿色转型带来新的商机，
当然这些商机也会与挑战同时存在。

很多包括来自海事业，海工及其他海洋产业的公司和组
织，尤其是来自挪威，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银行及诸如
金融租赁和私募等金融机构已经意识到行业绿色转型所
带来的涉及新商业模式、服务和产品领域的巨大商机，并
积极开展布局和实施投资。

海洋的投资机会平行论坛将会通过小组嘉宾的讨论，关
注和了解金融机构如何参与和支持海事业，海工及其他
海洋产业为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绿色与数字化
转型，如何更好地把握由此产生的巨大商机和所适用的
投资战略和相应的创新金融工具和模式等热点问题。

演讲嘉宾

• 李晓莉，海贸中国执行副总裁
• Vidar Andersen, DNB国际企业银行业务主管
• 赵阔，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运事业部副总经理
• 车玮,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金融机构集团
    中国企业部华东区董事总经理/ 上海分行副行长
• 郭芳萌，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运事业部执行总经理
• 陈聘，Smarine Advisors总监
• Maren H. Bauer,  Katapult Ocean 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
    行官
• 徐涛，山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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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里的角色
   和“一带一路”发展前景

主办方：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

日期：11月1日
时间：13:00 – 15:00
地点：W酒店 2楼，会议室 5

当前全球贸易的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阻力，近几十年来
支撑全球贸易的制度、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变化。与
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
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合作的重要途径，吸引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该倡议的重要参与者。

本次研讨将邀请来自不同社会部门的政策研究专家，从
经济、法律、决策等不同角度，探讨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将如何带动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又将如何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为与会听众提供有
深度的见解。

演讲嘉宾

• 张国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总经济师
• 沈开艳，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
• 安翊青, 上海市政协委员,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首席合
    伙人
• 李红,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主持人：
• 李轶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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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海洋之路
主办方： 挪威-亚洲商业峰会

日期：11月1日
时间：13:00 – 15:00
地点：W酒店 2楼，会议室 6

海洋里蕴藏着我们通往未来的钥匙。为了我们下一代能
拥有清洁和健康的海洋，对海洋的经营管理必须建立在
知识的基础上，必须是国际化的。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
民间社会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对
确保对海洋的科学可持续使用至关重要。

经合组织（OECD）估计，到2030年，海洋经济对全球价值
创造的贡献将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新的经济机遇，
随之而来的也有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的全球化经济让
海洋资源承受了更多压力，气候变化也正威胁着我们的
海洋。船舶在世界海洋中航行，承载全球贸易的九成。今
天，我们的许多能源都来自海洋。源自海洋的食物对于养
活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寻找新的药物创新将日益
重要。

议程和演讲嘉宾

主旨演讲
• Vidar Helgesen, ，挪威海洋特使 

嘉宾发言
• Alexander Aukner，DNB高级分析师
• Tom Jørgen Gangsø， 挪威海产局，市场分析和市场 
    准入主任
• 何春雷，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 上海水产集团 待定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待定）

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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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
主办方：挪威国家能源商会（Norwegian Energy 
Partners）

日期：11月1日
时间：14:00-17:30
地点：W酒店 3楼，风尚厅 1

来自挪威的公司们将为亚洲客户们展示液化天然气船运
解决方案，发言将全面介绍挪威公司提供的相关技术、产
品和服务，包括：
•浮式天然气接收终端FSRU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和中小规模配送
•LNG作为清洁能源的船用燃料和LNG船舶加注

挪威工业以其安全、强大、可靠的解决方案而闻名，它竞
争力强，在液化天然气船运领域拥有全球最佳技术。

议程和演讲嘉宾

开幕辞
• Rikard Knutsen阁下，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副部长
• 中国国家能源局领导

演讲嘉宾及圆桌会成员
中国海油LNG船舶加注规划介绍
•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能源事业部LNG
加注船项目总经理，乔羽先生

LNG价值链上降低成本的机会
• 挪威船级社近海油气区域总经理Johan Gardin先生和
全球业务发展经理，Espen Cramer先生

中国水运LNG相关政策及趋势
•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中国船舶运输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纪永波先生

中国市场的FSRU和小规模LNG运输
• Hoegh LNG中国区代表，Thomas Fiskaa先生

聚力船型开发，助推LNG产业发展
• 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周志勇先生

  LNG/LPG/LEG罐和管线的低温绝缘
• Passer Marine总裁，Kjetil Lund先生

长江LNG运输产业发展的思考
• 中海油海能发展采油技服 LNG运输公司总经理，黄国
良先生

挪威LNG相关工业的概况
• 挪威LNG商会主席，Egil Rensvik先生

LNG 加注船的发展
•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宋炜先生

小型LNG设施的产品和系统的介绍
• 康世伯海事中国市场和销售副总经理 刘亚玲女士

新型A型罐在LNG运输船和LNG燃料舱的应用
• LNT Marine董事长David Wu先生

金融租赁如何支持中国LNG船业务发展
• 工银租赁气体运输船副总经理张斯亮女士

来自挪威的长期友好的金融服务
• 挪威出口银行海洋工业高级副总裁Thor-Magne 
Johansen先生/能源与工业高级副总裁
• Laila Johnsen, 挪威进出口银行高级副总裁



We are Equinor, a broad energy company with 

20,000 committed colleagues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oil, gas, wind and solar power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worldwide.

Driven by our Nordic urge to explore beyond  

the horizon, our dedication to safety, 

cooperation, e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we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energy.

equinor.com

Equinor – a broad 
energ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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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
主办方：挪威创新署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专业委
员会
协办方：挪威国家能源商会（NORWEP）和挪威艾奎诺中
国有限公司

日期：11月1日
时间：15:00 - 17:00
地点：W 酒店 1楼，绮炫厅 2

中国和挪威都是海上风能领域的领先国家。中国拥有全
球固定式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20％，与德国和英国一起
引领全球步调。挪威的能源和技术公司深入参与北海和
美洲的固定和浮动风能项目，同时也在进军亚洲市场。

艾奎诺公司正在不断拓宽其能源格局，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奠定了重要地位。艾奎诺为欧洲家庭所供电力来自英
国和德国四个风电场的可再生风能。他们正在英国、美国
东北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建设的重点海上风能产业集群，
将进一步彰显其海上风电巨头的地位。该公司于2017年
在苏格兰沿海启用世界上第一个浮式海上风电场，并致
力于为英国、挪威和亚洲等多个地区提供浮式风力发电
选项。

议程和演讲嘉宾

欢迎辞
• Håkon Haugli  挪威创新署首席执行官
• 朱闻达，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能源事
   业部总经理

开幕辞
• Rikard Gaarder Knutsen， 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副部长

中国海上风电的现状与展望
• 秦海岩，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让挪威海事产业通上海上风电
• Harald Solberg，挪威船东协会首席执行官

艾奎诺的全球海上风电计划
• Knut Aanstad， 艾奎诺海上风电全球业务发展副总裁

海上风电的全球态势
• Johan Sandberg，Aker Solution海上风电高级业务 
   发展经理

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机遇
• Edgare Kerkwijk，亚洲风能协会理事

圆桌讨论
由挪威国家能源商会风能和太阳能总监Jon Dugstad主
持
• 秦海岩，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田庆军，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
• 宗乐, 联合合伙人, 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
• 潘登, 海上风电亚太区主管, DNV GL 可再生能源咨询



A LEADER WHO NEVER 
STOPS LEARNING

IS A LEADER WHO NEVER 
STOPS EVOLVING

b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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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源
主办方：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EV100），水木易德投资和BI挪威商学院

日期： 11月1日
时间：15:00 – 17:00
地点：W酒店 2楼，会议室 2+3

中国的氢革命和挪威对海洋部门实现零排放的雄心壮
志。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生产国，其治
理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力量已经整合起来，以新路线图
全力推动以遏制污染和实现气候目标。中国已决定推动
氢成为未来重要的能源载体。目前出现了不同的预期和
目标，最新的预估是截止2025年氢卡车和公共汽车数量
将达到35万台。

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是中国的引领性机构，在氢领
域拥有20多年的经验。中国已经开发了自己的低压燃料
电池技术，以实现更高效输出和更高的效率。亿华通今年
将开通产能10,000个集成式燃料电池动力包的生产线。
产业价值链已经就位，正待规模化生产让价格降低。中国
正在谈论未来7-10年内，将燃料电池的价格降至每千瓦
时50美元，使燃料电池发动机比传统内燃机更经济实惠。

挪威在零排放船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几个试点项
目正在研发中，挪威的目标是引领全球。
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了长江流域，表示长江经
济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并没有针对在海事部
门促进氢应用的监管框架、政策或资金。长江上也未见有
氢动力船只的试验项目。

中国的庞大市场、工业价值链和制造能力，再加上挪威在
全球海事行业中的技术地位，将通向成效卓著的合作和
共同发展，从而实现海运部门零排放的转型。中挪商业峰
会的氢能研讨会将致力于让相关各方共聚一堂，共同讨
论氢能领域里的机遇与合作。

议程和演讲嘉宾

• Rikard Gaarder Knutsen，挪威石油与能源部副部长
• 朱德权，水木易德投资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北京清华
   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 李罡，水木易德投资 创始管理合伙人
• Harald Aarø, 康士伯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
• 朱晋，EV100研究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 欧阳华斌，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 Liv Hovem, DNV GL石油与天然气首席执行官
• Hege Økland, NCE Maritime CleanTech 首席执行官
• Per Ingvar Olsen, BI挪威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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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挪威
如何/怎样/为何选择投资航运、可再生能源和渔业养殖？

主办单位：奥斯陆证券交易所、DNB和挪威威宝律师事
务所
日期：2019年11月1日
时间：下午15:00-17:00 
地点：W酒店 2楼, 会议室 5
 
        挪威唯一的正规证券交易所、挪威最大的并且是唯
一一家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斯堪的纳
维亚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携手共同为您分享如何在挪威
进行投资的经验和见解。本次会议重点聚焦航运、可再生
能源和海产业等核心领域。广受赞誉和经验丰富的挪威
团队十分期待与亚洲客户就北欧地区的战略投资机会进
行合作。

         成立于1819年的奥斯陆证券交易所在以下五个不
同的市场为客户提供股票上市和交易、股票证书发行、
交易所交易产品、固定收益产品和衍生产品等，1)Oslo 
Børs,2)Oslo Axess,3)Merkur Market, 4)Nordic ABM 
and 5)Oslo Connect。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市场在航运、
能源和海产品领域的公司中享有独特的世界领先地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都转向挪威市场，以筹集资金并获
得其股票的流动性。 投资者希望通过奥斯陆市场接触到
高质量的挪威和国际公司。

         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
在奥斯陆、卑尔根、伦敦、新加坡和上海都设有办公室。它
是挪威最大的并且是唯一一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超过17
年的律师事务所。它几乎参与了所有挪威在华企业的设
立，并定期协助与此类业务有关的法律事务。作为一家真
正的跨国公司，它拥有大量的中国客户，协助中国企业在
北欧和亚洲的对外投资、项目和争议处理。挪威威宝律师
事务所是中国投资者在挪威合作最多的律所，其特色是
擅长提供包含文化理解和普通话能力在内的综合法律咨
询服务。

         挪威银行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为
企业和零售客户提供包括贷款、咨询服务、经纪、资产管
理和保险在内的全套产品。挪威银行总资产超过3200亿
美元，是国际知名的海洋和能源行业核心领域的领军企
业。在亚洲，挪威银行专注于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在资
本市场提供包括并购咨询、结构性融资、债券、贷款和股
权融资在内的全方位产品，并为亚洲客户提供研究和咨
询服务。挪威银行在亚洲已有大约50年的历史，设立有上
海和新加坡分行，以及孟买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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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和演讲嘉宾

议程与演讲者

会议签到

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
• Linn Cathrin Slettedal，上市部门高级经理，奥斯陆证
券交易所

投资挪威的关键产业
• 陈泽维，行业分析师，挪威银行投资银行部

如何在挪威进行成功的投资
• Therese Trulsen，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首席代表

挪威如何主导三文鱼产业
• Alexander Aukner，挪威银行海产业证券研究主管

航运法律趋势
• Christian James-Olsen，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小组讨论会 

有奖问答
排名前三位的参加者每人将获得一瓶挪威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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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里的中国
主办方： 《经济学人》、BI挪威商学院

日期：11月2日
时间：08:00 – 09:00
地点：W酒店 2楼，宴会厅2

中国依旧是世界工厂吗？随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
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许多企业为了逃避增加的关税
和出口限制，正在调整其在中国的制造业务。这对全球市
场和对新技术的关键投资意味着什么？在日益趋向保护
主义的全球环境下，中国工业要如何适应？

演讲嘉宾

• Mary Boyd,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部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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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坛
主办方： 挪威-亚洲商业峰会
协办方：Katapult, Gelato

日期：11月2日
时间：08:30 – 12:00
地点：W酒店 2楼，宴会厅3

亚洲,居住着约45亿人口的大洲，拥有全球独角兽创业公
司总值的40％。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中国。全球独角兽
公司排名前十的初创公司中，六家来自中国。
北欧是欧洲的“独角兽工厂”。北欧国家人口占欧洲人口
的3％，但是自2005年以来却创造了欧洲数十亿美元的
出口中的50％。事实上，北欧国家以占全球总值2％的
GDP和不到全球0.4％的人口，创造了全球10亿美元技术
出口额的7％。 

挪威亚洲商业峰会的技术论坛荟萃来自挪威和亚洲的企
业家、创新者、科技专家和投资者，以广开合作大门，探索
新的商机。

演讲嘉宾

• Torbjørn Røe Isaksen阁下，挪威贸易和工业大臣
• 朱德权，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 Per Ingvar Olsen，BI挪威商学院教授  
• Ahmed Khamassi，数据科学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艾奎诺  
• 余晓怡（Sean Xiaoyi Yu），京东（JD.com）战略与人工
   智能投资总监
• Gian Marco Brizzoara，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公司 
   高级经理（待定）
• Jaewon Peter Chun，XnTRE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陈慧琳，安特全球（Antler）中国总监，
• Oscar Ramos，中国加速 董事总经理
• Jon EivindStø，nHack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Nathan Siy，Evoke Motorcycles 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待定）
• Pål Næss，Gelato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
• Cilia Holmes Indahl, Katapult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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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研讨会
主办方：挪威创新署 （邀请制）

日期：11月2日
时间：09:00 – 12:00
地点：W酒店 1楼，绮炫厅2

挪威创新署正在为涉足亚洲能源业的挪威能源公司、机
构和个人组织一次研讨会，请各位凭请柬入场。

研讨会的目标：
知识共享：
分享有关各国能源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最新信息
和见解。主要演讲者是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能源和市场
专家。

合作：
帮助公司/机构参与者彼此认识，建立网络；分享各自的
活动和经验，并讨论合作的方式和收益。各公司发言。

建立人脉网络：
建立新的关系，加强联系，在不同行业领域之间架起桥
梁。

议程和演讲嘉宾

• 菲律宾 – Bjørn Jahnsen大使
• 中国 – 屈蕾, 挪威创新署驻华代表处高级能源与环境顾问
• 日本 – Per Arve Frøyen,  挪威创新署（东京）署长
• 韩国 – Elin Sagbråten,  挪威创新署（首尔）署长
• 印度 – Helge Tryti, 挪威创新署（新德里）署长
• 越南 – Arne-Kjetil Lian, 挪威创新署（越南）署长
• 泰国及马来西亚 – Axel Blom, Norway Connect总监
• 新加坡 – Per Christer Lund,  挪威创新署（新加坡）
• 亚洲 – Jon Dugstad, 挪威国家能源商会风能和太阳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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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亚洲
主办方： 挪威-亚洲商业峰会

日期：11月2日
时间：09:30 – 11:30
地点：W酒店 2楼，宴会厅1

亚洲各个地区以其多元的经济与文化，近几十年来一直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各自形成了具有
特色的核心产业，造就了很多投资的机会。不过，这些机
会，对于不熟悉亚洲的公司，可能会难以理解并发展。今
天，我们邀请了区域内经济活跃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来多方面的阐述在亚洲投资的战略重点和获取成功
的最佳方始。

演讲嘉宾

• 詹盛福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上海办事处处长/马来西
    亚驻沪总领事馆投资领事
• 那文德， 领事，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
• 印尼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
• 挪威出口担保机构（GIEK）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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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女性领导力
主办方：BI挪威商学院

日期：11月2日
时间：09:30 – 12:00
地点：W酒店 1楼，宴会厅2

数字化时代本应促进平等和包容，然而，数字世界依然由
男性主导。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但迄
今为止大多数高层领导都是男性。

技术进步为女性在经济上的赋权提供了可能，促进了劳
动力市场和企业家人数的性别平衡，它也帮助女性跨越
文化障碍和流动性壁垒。

BI-复旦女性领导力研讨会将发布关于影响女性领导力
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亚洲和挪威的女性领导人将
分享她们的灵感源泉，以及各自的成功之路。

演讲嘉宾

• Heidi Wiig, BI-复旦大学MBA项目副院长，BI挪威商学 
   院教授
• Charlene Liu, Ladies Who Tech China以及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TEM) Leadership联合创始人
• 邵阳,  天合光能首席人力资源官
• 杨晖,  唯众传媒首席执行官
• Therese Trulsen, 挪威威宝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及中
    国首席代表 
• 石岚, Y-CITY全球创新学院创始人兼CEO 
• Cilia Holmes Indahl, Katapult首席执行官
• Ellen Dou, inAI lab创始人 
• Aislinn Chen, DataGirls创始人
• Alicia Tung, Great Place to Work
• Bessy Liu, 佐敦涂料人力资源行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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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平在中国拓展业务的道路
主办：挪威企业联合会,丹麦工业联合会

日期：2019年11月2日
时间：10：30-12：00
地点：W酒店, 1楼，绮炫厅 3

NHO（挪威企业联合会）和DI（丹麦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
为挪威公司推出的新的服务项目。
设立本地代表处将更安全，更简单。我们来处理琐碎杂
务，让您能专注于商务拓展。
 

议程和演讲嘉宾

• 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事务总监Tore Myhre做介绍。

• 丹麦工业联合会亚洲基地董事总经理Glen Mikkelsen  
    发言。

午餐后，邀请挪威亚洲商业峰会的与会代表移步参观与
丹麦工业联合会亚洲基地联手设置的办公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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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官网 

峰会网站https://norway-asia.com将不断
更新信息。网站上包含与峰会相关的实用
信息，同时您还可以找到峰会的注册入口。

活动注册 

亚洲及中国区域参会费用: 
标准峰会套票 5000元人民币 
单日票 2900元人民币

亚洲参会者请使用套票优惠码: 
"NABSFullAsia" 或单日票优惠码: 
"NABSDayAsian" 购票。 
请点击此处订购峰会票。 
如您希望邀请额外的宾客来参加11月1日 
的挪威海鲜晚宴，请额外购票， 票价1200 
元人民币。

酒店住宿 

峰 会 将 于 会 场 上 海 最 新 的 豪 华 酒 店 之
一——上海外滩W酒店举办。酒店位于北外
滩，可尽享黄浦江美景，拥有上海标志性的
浦东天际线180°全景视野。 

如果W酒店预订客满，我们非常乐意为您
提供附近其他酒店的信息。

签证函

您可能需要签证才能进入中国。如果您需
要签证邀请函，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nabs@norb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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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作伙伴

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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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your ocean view at Thon Hotel Lofoten
or try any of our 70 hotels across Norway

Use promo code: OCEAN and get 15 % discount on your next stay.
The offer can only be booked through thonhotels.com.

Welcome to Thon Hotels!

EXPERIENCE NORWAY WITH
THON HOTELS



活动主办方 活动支持

Norwegi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Norwegian Embassy
Beijing

Norwegian Consulate General
Guangzhou

BUSINESS SUMMIT 2019

Beyond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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