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国别

1 阿尔巴尼亚能源协会 阿尔巴尼亚

2 阿根廷巴里洛切基金会 阿根廷

3 阿根廷环境总商会 阿根廷

4 阿根廷机械与电力专业委员会 阿根廷

5 阿根廷中华总商会 阿根廷

6 西班牙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基金会 阿根廷

7 阿根廷Avina基金会 阿根廷

8 安第斯生态基金会 阿根廷

9 阿根廷电力分销商协会 阿根廷

10 阿根廷新能源商会 阿根廷

11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基金会 阿根廷

12 阿根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阿根廷

13 澳大利亚达沃斯论坛 澳大利亚

14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

15 关注环境发展和研究组织 孟加拉国

16 肯德拉可持续发展组织 孟加拉国

17 青年力量发展组织 孟加拉国

18 超级电网伙伴组织 比利时

19 全球绿色能源理事会 比利时

20 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比利时

21 维森林国际组织 比利时

22 中欧贸易中心 比利时

23 欧洲气候变化和可持续转型圆桌论坛 比利时

24 欧洲海洋能协会 比利时

25 中部欧洲能源合作伙伴协会 比利时

26 贝宁电力共同体 贝宁

27 西非电力池 贝宁

28 SOS生物多样性组织 贝宁

29 南部非洲气候变化联盟 博茨瓦纳

30 巴西风能协会 巴西

31 巴西全国电力生产和传输委员会 巴西

32 京都议定书之友 巴西

33 保加利亚新丝绸之路商会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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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妇女环境计划布基纳法索代表处 布基纳法索

35 布隆迪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协会 布隆迪

36 拯救地球柬埔寨 柬埔寨

37 国际环境教育开发中心 喀麦隆

38 综合可持续发展计划协会 喀麦隆

39 EMTP联盟 加拿大

40 中非共和国青年企业家联合会 中非共和国

41 国际大电网委员会智利分会 智利

42 智利国家电力协调委员会 智利

43 智利可再生能源协会 智利

44 智利氢能协会 智利

45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 智利

46 保护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中国

47 北京清洁燃料行业协会 中国

48 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 中国

49 广东省能源协会 中国

50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中国

51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 中国

52 河南省教育人才学会 中国

53 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

54 江苏省电力工程企业协会 中国

55 劳动经济学会 中国

56 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行业协会 中国

57 山东省电力企业协会 中国

58 上海市电力工程行业协会 中国

59 上海新能源行业协会 中国

60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中国

61 天津市电力工程协会 中国

62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中国

63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中国

64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中国

65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中国

66 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中国

6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

68 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

69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

70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中国



71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中国

7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

73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中国

74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中国

75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中国

76 中国联合国协会 中国

77 中国能源研究会 中国

78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

79 中国疏浚协会 中国

80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中国

81 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 中国

82 中国铁道学会 中国

83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 中国

84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中国

85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

86 重庆市可再生能源学会 中国

87 中国电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中国

88 中国电力体育协会 中国

89 中国电力文学艺术协会 中国

90 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中国

91 山东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中国

92 福建省能源研究会 中国

93 山东省能源研究会 中国

94 中国公路学会 中国

95 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协会 中国

96 铜川市电力行业协会 中国

97 铜川市企业暨企业家联合会 中国

98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中国

99 北京厦门企业商会 中国

100 哥伦比亚人权网络基金会 哥伦比亚

101 刚果(布)可再生能源发电协会 刚果(布)

102 非洲电力公用事业协会 科特迪瓦

103 非洲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 科特迪瓦

104 国际塞勒姆妇女组织 科特迪瓦

105 非洲贸易中心 尼日利亚

106 古巴太阳能协会 古巴

107 捷克华商联合会 捷克



108 平民社会组织网 刚果(金)

109 拯救气候 刚果(金)

110 刚果（金）广东总商会 刚果(金)

111 多米尼加盈实基金会 多米尼加

112 阿拉伯地区可再生能源与能效组织 埃及

113 埃及电气工程师学会 埃及

114 埃及-中国文化交流协会 埃及

115 沙拉夫基金会 埃及

116 埃及华人石材协会 埃及

117 非洲电工技术标准委员会 埃及

118 埃及风能协会 埃及

119 埃中企业家协会 埃及

120 东非电力联盟 埃塞俄比亚

121 埃塞俄比亚商业和行业协会 埃塞俄比亚

122 斐济新生代联盟 斐济

123 欧洲水电协会 法国

124 法中能源协会 法国

125 冈比亚工商会 冈比亚

126 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 德国

127 欧亚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合会 德国

128 欧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桥 德国

129 中德研发创新联盟 德国

130 欧洲去煤化组织 德国

131 协同太阳能开发组织 德国

132 阿比比曼基金会 加纳

133 非洲冠军倡议组织 加纳

134 全球绿色环境网 加纳

135 伊丽兹卡救济基金会 加纳

136 梅蒂斯全球意识网 希腊

137 促进可持续发展协会 印度

138 绿色星球 印度

139 南亚环境论坛 印度

140 西纳姆青年慈善基金会 印度

141 印度环境之友组织 印度

142 印度乌达雅组织 印度

143 印度伊斯兰工商会 印度

144 印度智能电网论坛 印度



145 印度古吉拉特邦中资企业协会 印度

146 印度南部中资企业协会 印度

147 印度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基金会 印度

148 印尼冶炼和矿物加工协会 印度尼西亚

149 印尼智能电网协会 印度尼西亚

150 埃里克·马特艾基金会 意大利

151 非洲基础设施联盟 科特迪瓦

152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组织 科特迪瓦

153 可再生能源协会 日本

154 日本玻璃再生工业协会 日本

155 太阳经济会 日本

156 日中氢能合作协会 日本

157 阿拉伯可再生能源委员会 约旦

158 国际绿色技术及投资项目中心 哈萨克斯坦

159 哈萨克斯坦环境组织协会 哈萨克斯坦

160 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协会 哈萨克斯坦

161 哈萨克斯坦绿色经济及发展联盟 哈萨克斯坦

162 非洲卫生研究与经济发展联盟 肯尼亚

163 废物处理信托基金组织 肯尼亚

164 肯尼亚青年农民组织 肯尼亚

165 科威特水能协会 科威特

166 吉尔吉斯斯坦工业企业联合会 吉尔吉斯斯坦

167 中阿合作与发展协会 黎巴嫩

168 黎巴嫩节能与环境协会 黎巴嫩

169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组织 利比亚

170 毛里塔尼亚环境保护与发展组织 毛里塔尼亚

171 地球再利用行动组织 墨西哥

172 墨西哥太阳能协会 墨西哥

173 墨西哥智能电网协会 墨西哥

174 墨西哥中国贸易科技商会 墨西哥

175 墨西哥自然保护协会南部分会 墨西哥

176 蒙古可再生能源协会 蒙古

177 蒙古商会 蒙古

178 缅甸可再生能源协会 缅甸

179 缅甸一带一路发展协会 缅甸

180 尼泊尔独立发电协会 尼泊尔

181 尼日尔青年环境志愿者组织 尼日尔



182 非洲国际绿色基金会 尼日利亚

183 科吉保斯青年发展倡议组织 尼日利亚

184 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行动中心 尼日利亚

185 互联促进非洲强大和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 尼日利亚

186 可持续发展粮农倡议组织 尼日利亚

187 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中心 尼日利亚

188 尼日利亚能源创新组织 尼日利亚

189 荣誉殿堂基金 挪威

190 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 巴基斯坦

191 巴拿马中国企业商会 巴拿马

192 巴拿马节能基金会 巴拿马

193 秘鲁民族间发展协会 秘鲁

194 菲中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会 菲律宾

195 波兰中国商会 波兰

196 葡萄牙华人华侨联合会 葡萄牙

197 中东北非可持续发展协会 卡塔尔

198 俄罗斯环保协会 俄罗斯

199 俄罗斯碳基金 俄罗斯

200 跨国社会人文技术思想基金组织 俄罗斯

201 中俄国际经贸关系发展协会 俄罗斯

202 卢旺达信托基金 卢旺达

203 尼罗河赤道湖区行动协调机构 卢旺达

204 非洲太阳能工业协会 卢旺达

205 冈比亚流域组织 塞内加尔

206 塞内加尔河流域组织 塞内加尔

207 雷斯基金会 塞尔维亚

208 塞尔维亚热能工程师协会 塞尔维亚

209 亚欧基金会 新加坡

210 亚洲光伏产业协会 新加坡

211 南部非洲中国企业家协会 南非

212 EKI基金会 西班牙

213 西班牙生态基金会 西班牙

214 斯里兰卡生态旅游基金会 斯里兰卡

215 Itqan可持续发展组织 苏丹

216 全球援助之手 苏丹

217 苏丹农业技术引进学会 苏丹

218 苏丹气候风险融资项目组织 苏丹



219 苏丹太阳能学会 苏丹

220 达沃斯全球风险论坛 瑞士

221 塔吉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协会 塔吉克斯坦

222 东中非社会保障协会 坦桑尼亚

223 中非电力池 刚果(布)

224 促进综合发展科技环保协会 多哥

225 多哥布里克组织 多哥

226 多哥消费者与环境保护联盟 多哥

227 突尼斯能源工程师协会 突尼斯

228 土耳其华商会 土耳其

229 非洲绿色增长联盟 乌干达

230 青年发展行动组织 乌干达

231 治愈星球全球组织 乌干达

232 沙漠太阳能行动计划工业组织 阿联酋

233 中东太阳能工业协会 阿联酋

234 国际水电协会 英国

235 气候议会 英国

236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英国

237 英国电力市场服务组织 英国

238 世界能源与气象理事会 英国

239 英中贸易协会 英国

240 国际创新联盟 英国

241 麦格卡塔国际合作促进会 英国

242 爱迪生电气协会 美国

243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美国

244 硅谷华人能源协会 美国

245 环境可持续扶轮社行动小组 美国

246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美国

247 气候行动运动组织 美国

248 美慈组织 美国

249 美国环保协会 美国

250 全球能源网络协会 美国

251 世界海洋委员会 美国

252 世界健康基金会 美国

253 亚太新能源产业协会 美国

254 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组织 美国

255 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 美国



256 全球绿色发展联盟 美国

257 南美能源一体化委员会 乌拉圭

258 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 乌兹别克斯坦

259 农村可持续发展中心 越南

260 赞比西河管理组织 赞比亚

261 艾玛斯国际信托组织 津巴布韦

262 乌班图青年发展组织 津巴布韦

263 津巴布韦气候变化联盟 津巴布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