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 请 函
尊敬的先生/女士，您好！
2013 年注定将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収展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欧盟对华光伏做出“双
反”制裁；这一年，尚德电力破产重组；这一年，国内分布式収电应用大幕拉开；这一年，
被认为是产业加速整合、回归理性的最好时机。
在这个中国新能源行业转承启合的关键一年，由国家能源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商务厅、江苏省贸促会和无锡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美中清洁技术中心、SEMI、
美国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国际区域气候行劢组织 R20、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江苏省
光伏产业协会等单位支持的“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以下简称
“CREC2013”）将于 2013 年 10 月 24 至 26 日在无锡丼行。
CREC 作为中国重点关注新能源应用和新兴市场的丏业展会，一直以丼办高品质的论坛
为特色，被誉为新能源领域的“达沃斯”。本届大会以“新能源：交流、共识、行劢”为主题，
将围绕新能源产业最新技术収展、分布式収电、新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创新投融资模式、国
际新兴市场拓展、民生应用项目开収等热点，丼办 1 场主论坛和 7 场分论坛。届时，将有 100
多位政府官员、丏家学者、领军型企业家到场収表演讲、1000 名业界代表参会、300 名相关
人员参与培训、100 家媒体进行现场报道。
进入“后双反时代”
，中国新能源产业需要政府、企业及从业人员一起更好地交流，形成
产业収展共识，用实际行劢来推劢企业走出困境，促进产业健康収展。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参加本届大会，期待您的光临！
大会时间：2013 年 10 月 24-26 日
大会地点：无锡君来世尊酒店（无锡市太湖新城和风路 111 号）
联系人：刘洋

电话：0510-81827276

邮件：liuyang@crecexpo.com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组委会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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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大会日程及收费标准
1、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日程（论坛部分）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全天

大会注册、报到

酒店一楼大堂

10 月 23 日

09:00-18:00

SEMI 中国光标委 2013 年度冬季会议

（周三）

16:30-18:00

主办单位领导会见重要嘉宾

酒店二楼会议室 8
酒店一楼尚贤厅

07:30-08:45

中国新能源产业调研会（早餐交流会）

酒店一楼梅花厅

09:00-09:45

领导巡馆

博览中心

10:00-12:00

主论坛（上）：2013 全球新能源产业峰会

酒店一楼兰花厅

12:00-13:30

Azolar 主题午餐会（受邀嘉宾）

酒店一楼梅花厅

13:30-17:15

主论坛（下）：2013 全球新能源产业峰会

酒店一楼兰花厅

17:15-17:45

2013CREC 年度颁奖典礼

酒店一楼兰花厅

18:00-20:00

大会交流酒会（受邀嘉宾）

酒店一楼梅花厅

15:00-17:00

海外新兴市场推介洽谈会

博览中心

09:00-17:00

2013 国际新能源产业技术发展论坛

酒店一楼梅花厅 A

2013 中国分布式发电培训研讨会

酒店二楼会议室 8
酒店一楼梅花厅 B

09:00-12:00

光伏产业投融资模式与商业策略论坛
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发展研讨会

13:30-17:00

新能源与建筑一体化论坛

董事会议室 2

风电产业研讨圆桌会议
东西部新能源项目对接会

酒店二楼会议室 10

10 月 24 日
（周四）

09:00-17:30
09:00-12:00
10 月 25 日
（周五）

13:30-17:00
15:00-17:00
10 月 26 日
（周六）

10:00-11:00

国内光伏电站项目交易会（采购招标会）

09:30-12:00

巴西市场专场推介会

酒店二楼

博览中心
博览中心
酒店二楼会议室 10

2、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收费标准（论坛部分）
（1）单场论坛：980 元/人（含培训会以外的任意 1 场论坛参会费、会议资料、午餐、礼品）
（2）培训会：1880 元/人（含培训费、培训资料、午餐、礼品、结业证书）
（3）全场论坛：2880 元/人（含全场所有论坛参会费、会议资料、午餐、礼品）
注：其中，
“SEMI 中国光标委 2013 年度冬季会议”为 SEMI 内部工作会议（免费）
，仅向 SEMI 受邀会员开放；
所有 CREC 合作单位会员或成员均可享受各类费用 8 折优惠；
所有付费参会嘉宾均可获赠《2013 年中国光伏发电政策与文件汇编》1 本。

3、论坛参会报名办法
（1）可通过 CREC 大会官网 www.cereexpo.com 注册报名并完成汇款缴费；
（2）可通过填写《参会申请表》后传真或扫描邮件回传至组委会并完成汇款缴费；
（3）可在大会现场进行注册、报道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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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CREC2013 交通指南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地理位置示意图）
酒店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和风路 111 号，
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旁

交通及乘车信息
1、从无锡硕放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距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全程约 14.5 公里，需时约 25 分钟。

2、从无锡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距无锡君来世尊酒店约 16 公里，需时约 30 分钟。

3、从无锡东京沪高铁站出发：
出租车：距无锡君来世尊酒店约 23.1 公里，需时约 35 分钟。

4、从无锡新区站出发：
出租车：距无锡君来世尊酒店约 7 公里，需时约 15 分钟。

5、无锡君来世尊酒店附近有以下公交停靠：
130、135、138 路、7 路, 59 路, 128 路, 130 路, 131 路, 133 路, 135 路, 358 路空调, 359 路空调, 快 3 线, 快 5
线, 快 7 线, 望亭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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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酒店预订
1、无锡君来世尊酒店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和风路 111 号
电话：0510-85285858

网址：http://www.worldhotelgrandjuna.com/cn

房型

价格 RMB

备注

标准间/大床房

550 元/间

含早

2、无锡凯莱大饭店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高浪西路 202 号
电话：0510-82338888

网址：www.gloriahotels.com/wuxi/ggwuxi

房型

价格 RMB

高级房

400 元/间

豪华房

498 元/间

备注
含早

3、无锡大饭店
地址：无锡市梁清路 1 号
电话：0510-85806789

网址：www.wuxigrandhotel.com

房型

价格 RMB

普通间

350 元/间

豪华间

380 元/间

备注
含早，有班车

4、无锡红星饭店
地址：无锡滨湖区高浪路 1008 号
电话：0510-85949999

网址：http://redstarhotel.chinahotel.com.cn/

房型

价格 RMB

标准间

180 元/间

大床间

180 元/间

备注
含早

5、无锡华鼎花园大酒店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苏锡西路 288 号
电话：0510-85682888

网址：www.huadinggardenhotel.com

房型

价格 RMB

标准间

188 元/间

大床间

208 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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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含早

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酒店预定表

酒店名称
无锡君来世尊酒店（五星）
紧邻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房型

价格 RMB

标准间

550

豪华间

498

标准间

400

豪华间

380

标准间

350

标准间

180

标准间

188

大床间

208

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无锡凯莱大饭店（五星）
距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1.5km

无锡大饭店（四星）
紧邻市中心，距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20
分钟车程，有班车。
无锡红星饭店
距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2km

无锡华鼎花园大酒店（三星）
距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800 m

单位名称

入住人员姓名

联系人

手

机

其他要求

电子表格请回传至“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组委会
联系人：张亚文 电话：0510-81820490 传真：0510-81827277 邮箱：zhangyawen@crec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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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2013.10.24-26

中国·无锡

参会申请表
一、参会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电话传真

公司网址
姓名

职位

手机

邮箱

□先生□女士

参会者

□先生□女士
□先生□女士

联系人

□先生□女士

二、论坛费用
参会类别

论坛费（RMB）

A 选项：单场论坛（不含培训）+会议资料+餐费+礼品
选择论坛：□2013 全球新能源产业峰会（主论坛）
□2013 国际新能源产业技术发展论坛
□光伏产业投融资模式与商业策略论坛

□980 元/人

□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发展研讨会
□新能源与建筑一体化论坛
□风电产业研讨圆桌会议
B 选项：2013 中国分布式发电培训研讨会+培训资料+结业证书+餐费+礼品

□1880 元/人

C 选项：全场论坛+会议资料+餐费+礼品

□2880 元/人

三、付款方式
收款账户
 指定户名：无锡国际经贸促进中心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银行账号：322000600018000783057

特别提醒
如在 7 月 31 日前完成注册，论坛费
用可享 85 折优惠；8 月 30 日前，
享 9 折优惠；三人以上团体注册，
享 8 折优惠（不叠加享受优惠）
。

四、联系方式
刘 洋
地址：无锡市观山路市民中心 5#524

邮编：214131

电话：+86-510-81827276

传真：+86-510-81827277

E-mail：liuyang@crecexpo.com

总费用（RMB）

网址：http://www.crec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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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