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牧饲料科技未来 20 年
（持续更新中）
【北京论坛“主论坛”活动】
会议主题：
走向未来——大生物技术与智能畜牧业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指导单位：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北京市农业局
协作单位：
天津市饲料工业协会 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
《饲料与畜牧·新饲料》杂志 《饲料与畜牧·规模养猪》杂志
支持媒体：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爱畜牧 畜牧人 猪e网
赛尔畜牧网 中国养殖网 中国饲料科技网 新牧网 搜猪网 中国养猪网 畜牧
大集网 猪场动力网 东北饲料信息网 中国动物保健 豆粒 种猪信息网 中国
畜牧业博览会官网 《饲料工业》 《饲料科技》 《广东饲料》 《今日养猪
业》 《猪业观察》
技术支持单位：
北京奥云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碧虚文化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单位：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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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奕农顺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科为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海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意向合作单位邀请中……
赞助单位：
北京爱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民生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桑普生物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君德同创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司
北京挑战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劲能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北京福乐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华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爱德利都饲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红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农大动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伟嘉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杰康诺酵母科技有限公司
思科福（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兴柏药业集团石家庄高科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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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康普利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润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礼品赞助单位：亿如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时

间：3 月 30-31 日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报告厅

主讲专家（专家姓名不分先后）：
陈焕春 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
张改平 院士 河南农业大学
麦康森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李德发 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
印遇龙 院士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王俊勋 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
齐广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李胜利 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王加启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董红敏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所
王立贤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陈茹梅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武 瑞 教授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Thomas Kaufmann 博士 赢创德固赛营养与保健公司
雷 军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薛素文 常务副总裁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论坛日程正在紧锣密鼓确认中，敬请期待行业盛会。

同期举办的系列活动介绍：会议全程精彩不断，亮点纷呈

系列活动之一：

【新支点——中国畜牧饲料行业“双创”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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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为企业积累财富、为国家贡献税
收、为社会创造就业、为产业转型标明方向、为催生新经济提供动力成为这
个时代精神深处的需求，创业者、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被推崇的英雄。
聚焦中国最具创业精神与持续成长能力的畜牧饲料企业，对话中国畜牧饲
料行业最具潜力的隐形冠军。以创业榜样的智慧与精神，开启无止境超越与
成长的空间。为产业转型标明方向，为催生新经济提供动力。同时以创新、
创业的榜样精神，彰显畜牧饲料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活力。
主

办：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承

办：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所经济研究室
畜牧饲料财经传媒
成都康贝尔企业

联合发起：中国畜牧饲料经济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红色企业家联合会
中国饲料博物馆
中国畜牧饲料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营养源分会
农经研究院
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畜牧饲料产业扶贫工作委员会
畜牧饲料创业导师沙龙
时

间：3 月 29 日 13:00-15:00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培训楼三层多功能厅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儒林村南 1 号）

主要内容：畜牧饲料行业创新趋势
畜牧饲料行业转型升级方略与模式
畜牧饲料行业企业家创业精神
拟邀请主讲嘉宾：
邵根伙——大北农董事长
陈春花——新希望集团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温鹏程——广东温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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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华——海大集团
刘汉元——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金卫东——禾丰集团董事长
马红刚——九州大地集团董事长
系列活动之二：

【新格局——京津冀畜牧饲料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京津冀是一个垂直互补的经济体系，其中拥有北京和天津二个巨大的消费
市场，河北作为资源和生产大省，可以为畜牧饲料产业提供庞大的产业规模
和容量。
畜牧饲料产业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
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产业体系，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结并形成一个共
同体。
在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过程中，畜牧饲料产业应该坚持以一体化发展为中
心，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互补性的特
点，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产业的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联合
与协作，从而形成畜牧饲料产业的整体优势。实现区域畜牧饲料的大产业、
大企业、大资源、大市场、大科技、大安全、大体系的发展格局。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中畜牧饲料产业机遇与选择大型主题论坛，着重
研究探讨从市场、技术、食品安全等重要领域实现一体化发展，推动资本金
融、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
机制，探讨在畜牧饲料一体化进程中政策走向、产业模式、市场消费、龙头
企业引导等领域的发展机遇与选择。
主

办：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天津市饲料工业协会
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

时

间：3 月 29 日下午 15:00-18:10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培训楼三层多功能厅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儒林村南 1 号）

主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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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主题报告：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重点与产业发展机遇
主

讲：范恒山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15:30-16:00 主题报告：生物饲料的创新趋势与发展方向
主

讲：蔡辉益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

16:00-16:30 主题报告：京津冀养殖业协同发展现状与方向
主

讲：宋维平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技术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6:30-16:50 主题报告：近 20 年京津冀肉类消费状况
主

讲： 高观 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

16:50-17:10 主题报告：“资本+创新”，抢占先机跨越发展
主

讲：杨立彬 北京君德同创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7:10-17:30 主题报告：待定
主

讲：天津市饲料企业家

17:30-17:50 主题报告：待定
主

讲：河北省饲料企业家

17:50-18:10 京津冀三地畜牧饲料主管领导与参会代表互动交流
北京市农业局畜牧处 张毅良 处长
天津市饲料工业协会
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
主 持 人：廖峰 伟嘉集团董事长
系列活动之三：

【“智能畜牧之夜”欢迎晚宴】
时
间：3 月 29 日 18:00-19:30
承办单位：大北农集团 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宴会厅

系列活动之四：

【新征程——“一带一路”战略中畜牧饲料行业的全球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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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畜牧饲料产业如何利用好战略机遇，开创
符合产业本质和特点的新型地区合作模式，探寻畜牧饲料产业的经济增长之
道，提升畜牧饲料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的大格局战略也为畜牧饲料产业的国际之路提供了巨大的
空间和机遇。跟沿线的国家比，我国农牧业有竞争和研发的优势，具备资金、
技术、人才输出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出去的关键期。
基于此，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国际合作专业分会值此北京市饲料工业协
会 30 周年华诞之际，组织召开“一带一路战略中畜牧饲料行业全球新机遇”
研讨会，旨在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铺路架桥”。
主

办：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国际合作专业分会

时

间：2016 年 3 月 29 日 19:00-21:45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培训楼三层多功能厅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儒林村南 1 号）

主讲专家：
19:00-19:30 主题报告：“一带一路”将推动构建全新的经济与产业增长点
主

讲：杜 鹰 国务院参事

19:30-20:00 主题报告：面向全球的中国农业合作新格局
主

讲：张陆彪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20:00-20:30 主题报告：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畜牧饲料行业企业的商机
主

讲：许宁宁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理事长

20:30-21:00 主题报告：“一带一路”国家饲料工业机遇探讨
主

讲：Jan Cortenbach
Chief Technical Officer of De Heus-Wellhope

翻

译：王振勇

禾丰集团副总裁

21:00-21:30 主题报告：添加剂类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关键点
主

讲：任泽林 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21:30-21:45 主讲嘉宾与参会代表互动交流
系列活动之五

【 “创新之夜”招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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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3 月 30 日 17:30-19:00
承办单位：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宴会厅

系列活动之六

【“京彩华章 传承梦想”—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30 周年庆典晚会
暨颁奖盛典】
时

间：3 月 30 日 19:00-21:30

地

点：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报告厅

系列活动之七

【“京彩华章三十年”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30 周年纪念文集】
参会须知：
参会人员：企业决策领导；从事畜牧、饲料、水产、反刍行业及相关领
域的技术人员、品控人员、管理人员及相关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院所研究人
员。
会务费 2500 元/人。硕、博研究生报名凭有效学生证可另享六折优惠。
会务费含 29 日欢迎晚宴、30-31 日论坛会务费、茶歇与餐饮、庆典晚会、礼
品、
资料费等。
不含住宿费及交通费。
报名信息请发到邮箱 newfeed@caas.com.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会员企业（以是否缴纳 2015 年会费为准）报名六折
优惠，报名回执请发到协会邮箱 bjslxh@126.com。
户名：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账号：110061353018800000968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
会场地址及路线
地址：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儒林村南 1 号）
咨询热线：010-5846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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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路线：
北京市内：
东三环华威桥---四环四方桥----五环五方桥----京哈高速-----漷县（25 号
出口）出高速，红绿灯直行 1200 米左右，过桥后第一个路口右转至沙古堆村
南直行 1700 米路东即到。
首都机场：
机场高速转东六环（南六环方向）至施园桥转京哈高速（沈阳方向）漷县（25
号出口）出高速，红绿灯直行 1200 米左右，过桥后第一个路口右转至沙古堆
村南直行 1700 米路东即到。
公共交通：
（1）地铁八通线至土桥站下，B 口出----公交 810 路沙古堆村南----路南直
行 3000 米路东即到；
（2）大北窑始发乘坐 810 路沙古堆村南----路南直行 3000 米路东即到。
接站时间：3 月 29 日 11:00-20:00 点,逢整点发车；3 月 30 日 07:00-11:00，
逢整点发车。接站地点：北京地铁八通线土桥站 B 口。
送站时间：3 月 31 日 13:00-19:00,逢整点发车，乘车地点：北京阳光国际会
议中心会议楼楼前，送到地铁八通线土桥站。

参会联系方式：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饲料与畜牧》杂志社
负责人：王湘黔 王泰伟 霍艳军（1399811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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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包晓玲（15117953205） 关健（13591599428）
电 话：010-62123852；024-62231566
传 真：010-62123857
邮 箱：newfeed@caas.cn
新饲料科技众议会 QQ 交流群：214199872
微信公众号：新饲料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负责人：汪秀艳 王文娟
联系人：王治平 杨艳艳 孙志然 韦兴茹
联系电话：010-63512799；63518890
传 真：010-63543914
邮 箱：bjslxh@126.com
微信公众号：feedclub

2016 首届北京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姓名

预订住宿

性别

预订时间：
3 月 日－

日 （

职务

手机:

晚）

预订数量：
标间

邮箱

单人间（380 元/间）

注：报名回执请填写好发至邮箱 newfeed@caas.cn，注明北京论坛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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