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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离网太阳能论坛暨博览会是全球领先的离网太阳能产业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促进太阳

能产业知识交流和人脉拓展，同时为离网太阳能产品展示提供独一无二的平台，来促进全

球离网太阳能市场的发展。 

我们致力于：实现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七）。 

 

让你参加论坛的三大理由？ 

 

• 超过 500名全球离网太阳能公司，公共和商业投资商代表，行业领头人，政府代表以及离

网能源专家将出席本次论坛 

• 超过 60家参展商将展出他们最新的离网能源产品和服务 

• 超过 50位发言人将分析解读全球离网太阳能市场最新动向 

 

 

 

本次论坛暨博览会由全球离网照明协会（GOGLA）， 照亮全球项目（Lighting Global）世

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主办。 

时间： 

2018年 1月 22日至 24日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香港灣

仔博覽道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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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香港 全球离网太阳能论坛暨博览会 

日程安排 

1 月 22日 

 

9：00 来宾登记 

上午 9：00 – 10：00  

10：00 开幕会议环节 

上午 10：00 – 11：30 

- 开幕演讲 

- 现场布置展示 

11：30 展会开幕 

上午 11：30 – 12:00  

12：00  

交流午宴 

中午 12：00 – 下午 1：30 

 

13：30 能源普及是一个政策选择： 支持离网市场的政策举措 

下午 1：30 – 3：00 

 

本环节旨在介绍离网产业的重要政策措施，以及从政策推行过程中总结

出的经验与所学： 

 

· 基础建设：将离网能源普及纳入电能政策 

· 刺激市场发展：财政刺激的角色 

· 保护消费者和质量保障：强制性的最低质量标准 

· 健全政策的有效实施：咨询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主题： 政策措施 

离网政策的技术进步 – 深入介绍 

下午 1：30 – 3：00 

 

在本环节， 一个主持人和多个专题小组成员将会展开有关离网能源系

统方技术趋势的商业影响的前瞻性讨论。本环节将会讨论与以下几种技

术相关的未来趋势： 

 

· 离网用太阳能 

· 电池和相关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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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付现用制技术（Pay-as-you-go technology） 

· 太阳能技术的生产应用 

 

主题： 技术 

如何成功运营一个离网企业： 风险管理和效率提升 

下午 1：30 – 3：00  

 

离网太阳能行业的操作环境十分具有挑战性，再加上众多外界因素无时

不刻地影响着产品的销售，这些因素都使得离网太阳能企业的运营成本

居高不下。 

 

在本环节，我们将深入探讨企业如何通过完善他们的操作设计和决策过

程来应对高成本带来的风险且降低运营成本。 

 

主题：商务拓展 

15：00  

交流茶歇 

下午 3：00 – 3：45  

 

15：30 更快更深入的接触人群：把公共资源配置到远程的商业市场中 

下午 3：45 – 5：15 

 

在本环节，我们将从新成立的企业以及当地和国际企业的不同角度，深

入解读最佳方案，并与政府，私营和发展伙伴交换意见。 

 

· 公共捐赠者如何干预来加速离网电能的发展？ 

· 如何让新市场变得更容易进入？ 

· 捐赠者是否满足了市场中不同的需求（包括大型以及小型企业，

国际和当地企业）？ 

 

主题：政策措施 

经销商的新资金流：我们可以从其他行业中学习到什么？ 哪些新的合

作伙伴关系已经形成？ 

 

离网太阳能的产品经销商是我们这个产业中的重中之重。在很多地方，

他们才是为当地群众普及太阳能知识，并同时告知给制造商消费者偏好

的。 

 

在本环节中，经销商中的领头羊将会分享他们在太阳能灯和家用太阳能

系统以及其他产品的销售经验，并展示未来几年里会在商店中销售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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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型。同时，我们可以一起听听那些已经脱离传统经销模式的制造商

们对如何把产品推向市场的看法。 

 

主题：商务拓展 

离网能源系统的质量保证 

 

多方利益相关人将参与本环节讨论，主要将涉及离网太阳能领域的挑战

和趋势。包括 IEC测试方法和全球照明协会（Lighting Global）质量

标准的全球质量保证框架已经被几个国家政府采纳，其他国家也正在考

虑采用这一框架。这无疑为维护有效和谐的国际质量保证框架创造了挑

战，但也带来了机遇。本环节将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 

 

· 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国际的和谐的质量保证框架呢？ 

· 我们应当如何确保质量标准在相关市场的有效实施？ 

· 质保框架是否应当被延伸到微型光伏系统（pico-solar）产品和

家庭太阳能系统用具以外的其他产品类型呢？ 

· 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挑战和机会我们需要考虑呢？ 

 

主题：技术和政策措施 

17：00 第一天闭幕环节 

下午 5：15 – 5：25 

18：00 行业招待会 

下午 6：00 – 9：30 
 

 

 

1 月 23日 

 

8：00 来宾登记 

上午 9：00 – 10：00  

9：00 

 

推动经济增长的设备 

上午 9：00 – 10：30 

 

高效的家用和生产用设备很可能对推动离网太阳能领域的发展有重大的

影响。本环节将讨论包括创新技术进步、商业机会的规模、最近的市场

趋势以及加速非电网设备市场所需的政策等内容。 重点主题包括： 

 

· 基础建设：将离网能源普及纳入电能政策 

· 刺激市场发展：财政刺激的角色 

· 保护消费者和质量保障：私营企业咨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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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技术（以及商务拓展） 

太穷，太远，太不安全？- 公共资金在商业市场之外的能源普及中的作

用 

上午 9：00  - 10：30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商业市场之外，看看如何给低收入群体和偏远地区提

供能源，并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 哪个领域可能会被市场遗忘？ 

· 从公共角度来解决这些市场失灵的方式有哪些呢？ 

· 在私营和公民社会组织层面有哪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 如何在不改变商业市场的前提下设计出有利于穷人的干预措施？ 

 

主题：政策措施 

建立一个离网生态系统： 多样化商业模式的融资 

上午 9：00 – 10：30 

 

一个离网太阳能企业要成功需要什么？答案估计会很长，但是必然会包

含：高质量的硬件，精密又适合的软件，专业的人才，负担得起的融资

渠道，商业智慧以及坚实的物流知识。现在， 随着行业的发展，专业

的 B2B公司正在逐渐的迎合离网太阳能公司的需求。在这一环节，我们

将介绍一些正在推广中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并就关于新兴企业如何融资

的话题展开讨论。 

 

主题： 金融 

10：30  

 

 

交流茶歇 

上午 10：30 – 11：00  

 

11：00 走向商业融资： 结构性融资和地方银行的参与 

上午 11：00 – 12：30 

 

多年来，当地货币融资一直被视为离网现付现用制（GAYG）行业中最有

效的融资手段。在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关键市场，持续的汇率波动会损害

离网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 一些行业内企业也保守的期待着更加复

杂精密的融资模式， 用以缓解现付现用制公司面临的融资压力。在本

环节，我们将对此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以一个行业的

角色来参与到推动当地金融机构在。从整个行业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要

如何让它成为现实，我们又是否已经走的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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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金融 

售后服务和消费者参与：创新的深层意义 

上午 11：00 – 12：30 

 

离网太阳能行业是为了满足那些传统电力供应商和金融机构未能照顾到

的消费者的需求而出现的。 因此，消费者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行业的中

心；然而，基于过去十年中得到的经验，企业现在能够更好的解决客户

的需求和偏好，并且为他们提供。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满意

度，创新需要提供更有效果和效率和服务，但却应避免高昂的成本，也

因此，售后服务依旧是一个挑战。 

 

主题： 商务拓展（以及技术、影响） 

更好的数据，更好的决策：政府和企业如何从影响的研究中获益？ 

上午 11：00 – 12：30 

 

在圆桌上，我们将讨论如何更好的利用可用数据，比如用数据来开发企

业决策并协助制定政策。本环节的主要议题有: 

· 将数据转变为行动！所展示的数据如何帮助我们拓展业务？ 

· 我们从消费者身上能够学到什么？ 

· 从政策制定和捐赠项目上我们能学习到什么？ 

· 数据有哪些局限性？ 

 

主题：政策措施（以及商务拓展） 

12：30  

交流午宴 

中午 12：00 – 下午 1：30 

 

14：00 边缘市场：向“平常市场”以外扩张 

下午 2：00 – 3：30 

 

现今世界上已经达到太阳能大量生产（每年超过 200万千瓦）的国家仍

然保持在个位数。与此同时，西非和东南亚的新国家市场正在开放。同

时成熟市场也在推动着企业去接触以前并无法接触到的客户群体。 

 

在本环节中，我们将与一些未成熟市场中的领头羊，以及支持他们的投

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展开对话，并就推动新地区市场中离网太阳能市场发

展的关键因素，以及在新的客户群体中推广太阳能产品展开讨论。 

 

主题： 商务拓展 

现付现用制（PayGo）是唯一的出路吗？探索消费者支付的其他方式 

下午 2：00 –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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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离网太阳能产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不同的

消费者支付模式。现付现用制，即 PayGo，是一个笼统的术语。它涵盖

了一系列的模型，以便让客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支付他们的产

品。这种方法使得成千上万的客户能够让他们买到在现金购买模式下无

法买到的商品。与此同时，PayGo 也把如移动货币，信用评估，定期支

付等其他一些正式金融手段介绍给这些消费者。然而，其他的金融手段

解决了 PAYGO 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在本环节，我们会深层的挖掘一些新型的 PAYGO支付方式的替代品，包

括提供者未知的融资平台、小额贷款和点对点能源交易。 

 

主题： 金融 

机动环节 

下午 2：00 – 3：30 

15：30 圆桌环节和交流茶歇 

下午 3：30 – 5：00 

 

主题待添加  

17：00 第二天闭幕环节 

下午 5：00 – 5：30 
 

 

 

1 月 24日 – 周边活动 

 

8：00 来宾登记 

上午 9：00 – 10：00  

 

外部合作企业与 GOGLA的合作伙伴将受邀参加一场深入讨论，并提供他

们的观点。 若有相关参与意向请联系 Eveline Jansen 

(e.jansen@gogla.org) 或者 Sascha Brandt (s.brandt@gogla.org). 

9：00 

 

周边活动 A1 

 

周边活动 B1 

 

周边活动 C1 

 

10：30   

mailto:e.jansen@gogla.org
mailto:s.brandt@gog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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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茶歇 

上午 10：30 – 11：00  

 

11：00 周边活动 A2 

 

周边活动 B2 

 

周边活动 C2 

 

12：30  

交流午宴 

中午 12：00 – 下午 1：30 

 

14：00 周边活动 A3 

 

周边活动 B3 

 

周边活动 C3 

 

15：00  

交流茶歇 

下午 3：00 – 3：45  

 

15：30 周边活动 A4 

 

周边活动 B4 

 

周边活动 C4 

 
 

 

注：日程安排在展会前仍有可能更新，想了解最新的展会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https://www.offgridsolarforum.org/ 或者关注微博帐号@OG_Solar_Forum_and_Expo 或

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帐号。 

官方网站：                        全球离网论坛暨博览会 

                                  官方微信公众号： 

https://www.offgridsolarforum.org/
https://weibo.com/6361361275/profile?topnav=1&wv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