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天 - [2014年9月23日-周二]
08:00

签到并供应咖啡

09:00

开幕演讲:
高级主管
韩国东南电力（KOSEP）

11:20

欧洲生物质能源开发及贸易市场的		 15:00
发展趋势与教训
Johan Mertens先生生物质采购主管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

11:50

垃圾资源和生物质规章制度案例研
究：韩国进口棕榈生物质（固体废		
物燃料）进行发电- 值得参考的		
关键流程与质量指南
YooSeungGwang部长
15:30
韩国环境部

09:05

大会主席致辞

09:10

韩国生物质应用市场发展情况和未		
来增长预测报告
12:20
Myung-Kyu Lee 先生总裁
Korea Wood Pellet Corporation

09:40

10:10

10:40

远东和西非等地区供应的棕榈仁壳		 17:00
(PKS）市场动态和种类发展报告
- PKS供应链、质量及利用前景
- 远东新市场–韩、日、中三国
- 平衡PKS需求增长与价格的策略
Andrea Alessandrini先生
常务董事
17:40
PT Trenergy Biomasse Indonesia

规划、预测与现实：北亚生物质需		
求与当地生产能力
Matt Bovelander先生
生物解决方案高级咨询顾问
Indufor Asia Pacific Ltd
讨论后第1天结束

与东南亚地区种植业开展商业及社		
17:50 - 19:20
会经济合作生产木质颗粒产品
鸡尾酒接待会
- CellMark与能源项目现状 - 绿粒		
演讲者和代表团专属
韩国电力公司展望- 现行计划（混
		 砂（GPS）与越南
合燃烧、深度燃烧等），生物质应
- 未来计划与进入东南亚市场
用发电，木质颗粒/生物质进口预		
- 可再生能源承诺
期：
FIT，日本生物质电力开发和Summit
Craig Jackson先生总监
第2天 - [2014年9月24日-周三]
高级代表
Energy公司糸鱼川生物质能发电站
CellMark
Asia
Pte
Ltd
韩国东南电力(KOSEP)
(SMP）
09:00
大会主席演讲
高级代表
Tony Kawabe先生高级常务董事
16:00
讨论后进行社交茶点
韩国南部电力(KOSPO)
Summit Energy Corporation
提供商：
09:05
大型生物质混合燃烧和热电联合
(CHP）–自动化工序如何支持混合		
讨论后进行社交午餐
中国生物质发电发展情况 – 机遇		 13:30
燃烧中的燃料混合
与商机
- 生物质使用的关键控制挑战
14:30
印尼木质颗粒和生物质市场现		
李永华先生首席执行官
如何处理不同的燃料品质
状、潜力与合作机遇
安徽国祯生物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一个大型木质颗粒工坊的发展和运		
- 在热电联合过程中如何最大化生		
- 印尼木材能源森林种植、利用废		 16:30
		 木料制作生物质以及生物质政策		
营情况和美国东南部的出口物流链
		 物质锅炉负载
社交茶点休息后进行讨论
		 的现况
- 供应链节点：纤维供给、产品、		
- 最小化燃油和可燃气这类燃烧支		
提供商：
- 潜力 - 国内生物质、木质颗粒作		 		 内陆交通、运输
		 持物的使用
		 为可替代能源利用的现状以及国		
- 将美国木质颗粒运输到世界市场		
- 韩国自动化运送的案例解读
		 内木质颗粒需求预测
		 的预计成本
Juha-PekkaJalkanen先生
- 合作机遇 -工业化森林种植联合		
- 为何美国在不断增长
总监，发电厂性能问题专家
		 经营、合资企业及私有社区合作
Todd G. Bush先生
Metso Automation Inc.
Ir.BambangWidyantoro 博士
销售与市场部助理副总裁
执行总监
Green Circle Bio Energy Inc.
PT Inhutani III (Persero)

09:30

韩国电力公司展望- 现行计划（混
- 即将实施的环境条例会影响原料		
合燃烧、深度燃烧等）、生物质应
		 运输吗？
用发电、木质颗粒/生物质进口预		
- 木屑和木质颗粒运费的增长趋势		
可单独选择
会后研讨会
期：
		 是怎样的？
韩国生物质发电市场商业运作
高级代表
Jayendu Krishna先生
14:00 至 17:30
韩国西部电力 (KOWEPO)
高级经理
高级代表
Drewry Maritime Services (ASIA)
研讨会目的是为当前及潜在的韩国生物质市
韩国中部电力 (KOMIPO)
Pte. Ltd.
场参与者指路，开创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商业
高级代表
环境。该讨论会对那些有兴趣将他们的产品/
韩国东西部电力(EWP)
12:20
工业木质颗粒生产：供应链中最小
解决方案（生物质、木质颗粒、设备、服务
化成本和最大化稳定性及投资回报		
等等）拓展到韩国生物质能市场的商家有特
10:50
讨论后进行社交茶点
(ROI）的关键
别价值。
- 全球工业木质颗粒市场潜在需求		
11:20
非木材替代性原料；原生物质、木		 		 与供应概览及亚洲市场研究
由来自Enerone的专家主持, 该会议会期半
质颗粒、财务状况
- 从森林到燃烧的木质颗粒供应链		
天，能够为参会者提供对韩国生物质市场全面
- 黑木质颗粒与白木质颗粒在燃煤
		 详解以及其中每一过程的成本与		
广泛的概览.
		 电厂中的燃烧性能及操作性能对		 		 风险讨论
		 比
- 一个木质颗粒供应链金融模型详		
- 背景
- 法律法规
-“巨大的”需求预测意味着能源作		 		 解以及生产商和买家的预期利润		
- 主要参与者
- 驱动力及实践
		 物生物燃料的时代已经到来
		 讨论
- 能源作物生物燃料经济下的亚洲		
- 现场模拟展现成功与失败的可能		
		 新兴供应商及其发展情况
		 性以及项目开发者应如何提高成		
- 隐秘的太平洋消费市场–美国
		 功率
Jamey Hadden先生
William Strauss博士总裁
战略发展总监及创始人
FutureMetrics, LLC
Asia Biomass & Electric
11:50

木屑及木质颗粒原料运输市场及运		 12:50
费预测
- 未来五年原料运输需求的增长会		
		 带来什么影响
- 未来五年原料运输的供给增长预		
		 测是多少

第三天 - [2014年9月25日 - 周四]
可单独选择

景点游览
韩国东南电力 (KOSEP)
灵兴岛混合燃料发电厂
08:00 至 18:00
灵兴岛热电厂
(燃煤+木质颗粒)
锅炉类型：煤粉燃烧锅炉(PC)
发电量：3,340MW (800MW x 2 组 + 870MW x
2 组)
主要燃料：燃煤
混合燃料：木质颗粒
混烧率：3~5%
燃料量：燃煤平均5,600kcal/kg；木质颗粒平
均 4,300kcal/kg
3 Ways To Register
Online: www.cmtevents.com
Email: sasha@cmtsp.com.sg
Tel:
(65) 6346 9124

讨论后进行社交午餐

CUSTOMISED SPONSORSHIP OPPORTUNITY

Package available include Corporate, Exclusive Luncheon
& Cocktail sponsor. Exhibition / catalogue display can be
arranged upon request. Contact nisha@cmtsp.com.sg

Program details published herein are confirmed as at 04/06/2014.
Please visit http://www.cmtevents.com/main.aspx?ev=140916
for latest information on speakers & top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