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G 分会字〔2018〕第 7 号
交能分会字〔2018〕第 3 号

各有关单位：
2018 年 4 月 13 日，国际海事组织（IMO）在英国伦敦签署通过了一
项关于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的初步战略。该战略提出，2020 年，全球
范围内的船舶燃油含硫量从 3.5%下降至 0.5%；2050 年，全球海运业温室
气体年排放量比 2008 年减少 50%，以推动航运业逐步朝零碳目标迈进。
2019 年对于中国航运业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我国 ECA 政策将
会延伸至离 ECA 港口 12 海里的水域，届时将对船舶减排提出更高要求。
全球航运新政意味着航运业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低硫燃料或其他清洁能
源（如液化天然气）。
在此背景下，中国气体协会LNG分会、交通能源分会定于2018年9月
18-19日在大连新世界酒店召开“船舶LNG发展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
将聚焦未来船舶清洁燃料的解决方案，邀请国内外专家从船舶LNG相关政
策法规、船东环保要求解决方案、国际LNG加注以及国内LNG动力船舶设计
建造经验、船舶LNG燃料加注网络建设、船舶除硫清洁处理装置发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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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解读，探讨船舶LNG行业技术及未来发展。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气体协会 LNG 分会
中国气体协会交通能源分会
承办单位：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气体协会
中国船东协会
二、会议安排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8 年 9 月 17 日
会议日期：2018 年 9 月 18 日-19 日
（18 日全天研讨会，19 日上午参观大连船厂）
会议酒店：大连新世界酒店
会议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41 号
三、会议主旨
把握趋势——政策动向、市场环境、发展趋势全掌握
交流经验——操作系统、技术攻关、示范项目齐分享
四、会议内容
1.国家对船舶使用清洁燃料的政策导向，奖励措施/水科院
2.CCS 有关 LNG 动力船舶及加注船规范解读/CCS 船级社
3．LNG 动力船舶发展趋势及加注船运营实践分享/NYK
4．新加坡建设国际 LNG 加注中心的实践与启示/中国船级社海外技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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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NG 动力船科研及加注船介绍 /大连船舶重工
6．中国 LNG 加注业务及全球合作网络/新奥
7．新加坡加注船项目以及吉宝在小型 LNG 船方面的进展 /新加坡吉
宝
8. LNG 动力方案与脱硫设备的解析 /瓦锡兰
9．LNG 动力船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DNV
10．LNG 动力集装箱船的设计研究
11．LNG 动力船储罐系统设计
12．LNG 供气系统
13. 圆桌讨论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请参加会议的单位于 9 月 14 日前将参会人员回执（见附件 2）通过
微信或邮箱等方式发送至会务组联系人员，以便会务组提前统计安排。
联系人：
中国气体协会液化天然气分会：何 萍/18221316705
中国气体协会交通能源分会：周 媛/17733698989
邮箱: zgqxjqzfh@qq.com
六、会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1、会务费：包括餐费、会议资料及参观考察费（不含住宿、交通费）；
会员单位：28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3500 元/人
2、9 月 14 日前将会务费汇款至下列银行帐户中。
汇款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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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汇款账号：0200003709014408349
汇款请备注：船舶 LNG 研讨会会议费
3、住宿费：住宿费直接在酒店前台开具发票。
单人间：600 元/ 天（含单早）
标准间：630 元/天（含双早）

附件：1、船舶 LNG 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议程
2、参会回执

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

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

液化天然气分会

交通能源分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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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期

时间

9 月 17 日

14:00-20:00

9 月 18 日
上午

会议签到
会议开幕致辞

8:50－9:20

议题 1：水运行业应用 LNG 相关政策解读

9:20－9:50

议题 2：CCS 有关 LNG 动力船舶及加注船
规范解读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
学研究院/纪永波
CCS 武汉船级社/徐
建勇

9:50－10:20

议题 3：新加坡建设国际 LNG 加注中心的
实践与启示

中国船级社海外技
术中心/甘少炜

10:20－10:50

茶歇安排

10:50－11:10

议题 4：LNG 动力船科研及加注船介绍

11:30－11:50

9 月 19 日

发言人

8:30－8:50

11:10－11:30

9 月 18 日
下午

会议内容

议题 5：中国国际加注市场及舟山加注业
务探索
议题 6：新加坡加注船项目以及吉宝在小
型 LNG 船方面的进展

大连船舶重工
新奥
新加坡吉宝

12:00－14:00

自助午餐及午休

14:00－14:20

议题 7：LNG 动力方案与脱硫设备的解析

瓦锡兰

14:20－14:40

议题 8：LNG 动力船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

DNV/邓凌

14:40－15:00

议题 9：LNG 供气系统

15:00-15:20

议题 10：LNG 动力船舶发展趋势及加注船
运营实践分享

15:20-15:50

茶歇交流

15:50-17:30

圆桌讨论

18：00－20：00

晚宴

8：30－11：30

参观大连船厂

12:00-13:30

午餐

14:00

返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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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K/ Koji
Shinozaki

附件 2：

时间：2018 年 9 月 18~19 日 地点：大连新世界酒店

单位名称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是否需要为您安排房间预订
房间类型

需预订房间数

电话/手机

□ 单间

电子邮箱

□标间

入住日期

□不需要
离店日期

住宿安排

□合住（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标准间
（费用自理）（630 元/间） □非合住，预订____间

单 间
（600 元/间）

预订____间

□会员单位：2800 元/人
缴费标准

（含会议材料费、餐费、茶歇及参观考察费，不含交通费及住宿费）
单位名称：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汇款账号：0200003709014408349
请备注：船舶 LNG 国际研讨会会议费

汇款账号

增值税普票
抬头及税号
发票邮寄

□非会员单位：3500 元/人

单位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开票内容：会议费)
详细填写地址、收件人、联系电话

注：（1）请注明参会人员住宿安排，以便会务组为您提早安排，合住标间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如无法满足，则自动调整为非合住；
（2）请将参会回执和汇款水单邮件至会务组：zgqxjqzfh@qq.com
（3）本次活动不接受现场缴费和退款要求（可更换参会人员），报名截止 2018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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