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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畜 牧 兽 医 学 会
 

 

牧医学发（2018）第 3 号 

 

关于召开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IPVS 2018）、 
2018 国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学术研讨会（IPRRSS 2018）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学会、各学科分会、杂志编辑部、各团体会员单位、

各有关单位、会员：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国，生猪存栏量超过世界总量的 60%，

猪肉产量占世界总量的半数以上，人均消费量位居世界前茅，这是中国养猪业创造

的一个辉煌成就。但我国的生猪生产效率还比较低，出栏率和胴体重等效率指标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猪病大会由国际猪兽医学会于 1969 年创立。大会以促进全

球生猪健康、生产技术和知识的交流为目标。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 24 届。

2014 年，以杨汉春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团队，为中国成功地争取到第 25 届国际

猪病大会（25th International Pig Veterinary Society Congress，IPVS 2018）的举办权。

举办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将为我国生猪科技界和产业界提供一次极好的交流、学

习和提高的机会，对于我国生猪产业生产效率、产业素质的整体提升具有十分重要

的促进作用。 
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定于 2018 年 6 月 11—15 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2018 国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学术研讨会（The 2018 International PRRS 
Symposium，IPRRSS 2018）将同期举行。参会人员来自世界五大洲，从事养猪及猪

病科研、生产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会议迄今已经收到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0 多篇论文。IPVS 2018 将是一场有关养猪和猪病领域的科学盛

宴，诚邀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积极参加，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机构： 
1. 国际主办：国际猪兽医学会 
2. 国内联合主办：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农业大学 
3. 协办单位：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4. 会务服务：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5. 组织委员会： 
主  席：杨汉春  国际猪兽医学会主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副主席：Raymond R. R. Rowland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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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马  闯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兼国际交流部主任 
委  员：韩  军  周  磊  石  娟  王必勇  孙  妍  陈  丽 

6. 学术委员会 
顾  问：陈焕春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张改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主  席：杨汉春 教授，中国 
副主席：Raymond R. R. Rowland 教授，美国 
委  员：（以姓氏的字母排序） 

Ying Fang 教授，美国            Thomas G. Gillespie 博士，美国 
何启盖 教授，中国              姜平 教授，中国 
Gottschalk Marcelo 教授，加拿大  Hans Nauwynck 教授，比利时 
Satoshi Otake 博士，日本         Joaquim Segalés 博士，西班牙 
Tomasz Stadejek 教授，波兰      童光志 研究员，中国 
涂长春 研究员，中国            Jeffrey Zimmerman 教授，美国 
张桂红 教授，中国              张永光 研究员，中国 
周恩民 教授，中国 

秘  书：韩军 教授，中国                周磊 博士，中国 
 
二、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电

话：023-88108888），报到地点：会议中心 3 层序厅 
 
三、会议简要日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6 月 10 日 赞助商展示搭建 13:00~18:00 报到注册、赞助商展示搭建 —— 

6 月 11 日 

08:00~20:00 报到注册 

18:00~21:00 
开幕式 

及欢迎酒会 

09:00~17:30 IPRRSS 2018 
赞助商展示搭建 13:00~20:30 赞助商展示区开放 

09:00~20:00 壁报区张贴壁报 

—— 
13:30~17:30 中国猪病流行趋势及防

控策略研讨会 

6 月 12 日 

09:00~18:00 赞助商展示区开放 

—— 
09:00~15:30 IPRRSS 2018、IPVS 2018 分会场 

10:30~11:00 壁报交流 15:30~16:00 壁报交流 

—— 
16:00~18:00 勃林格殷格翰、默沙东、

硕腾卫星会 

6 月 13 日 

09:00~18:00 赞助商展示区开放 

18:30~21:00 
答谢晚餐 

09:00~15:30 IPVS 2018 分会场 
10:30~11:00 壁报交流 15:30~16:00 壁报交流 

—— 
16:00~18:00 礼来动物保健卫星会、猪

临床兽医沙龙 

6 月 14 日 
09:00~12:30 IPVS 2018 分

会场 
13:30~17:30 IPVS 2018 分会场、全体

大会及闭幕式 
—— 

6 月 15 日 09:00~18:00 技术参观——天兆猪业（四川广安）：需要提前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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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语言：英语（各分会场均设中文同声传译） 
 
五、会议主题：健康猪，放心肉（Healthy Pig, Safe Pork） 
 
六、IPVS 2018 特邀报告：（以下报告排名不分先后） 
 
（一）Virology & Viral Diseases  病毒学与病毒病 
1. 猪场疫病监测与调查的新范例，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Jeffrey Zimmerman

教授 
2. 猪圆环病毒感染现状，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Joaquim Segalés博士 
3. 猪瘟病毒及其它瘟病毒的致病机理、诊断及防控，德国汉诺威兽医大学，Paul 

Becher博士 
4. 全球猪病流行与控制现状，英国动植物卫生署（APHA），Trevor Drew博士 
5. 中国猪瘟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现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春兽医研究

所，涂长春研究员 
6. 猪口蹄疫——中国口蹄疫的防控关键点，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赵启祖研究

员 
7. 猪瘟新型标记疫苗的研究进展，浙江大学，方维焕教授 
8. 流感病毒在猪群中的传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Montserrat Torremorell教授 
 
（二）Bacteriology & Bacterial Diseases  细菌学与细菌病 
1. 副猪嗜血杆菌的致病性研究及副猪嗜血杆菌病的防控，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

大学，Virginia Aragón博士 
2. 21世纪对养猪生产影响巨大的“传统”疾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控策

略，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Gottschalk Marcelo教授 
3. 猪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发病机制、疫苗接种及防控研究的新进展，比利时根特

大学，Dominiek Maes教授 
4. 中国主要猪细菌性疾病的流行现状及防控策略，华中农业大学，何启盖教授 
5. 了解和应对猪增生性回肠炎--来自最前沿的信息，英国爱丁堡大学，Ait-Ali 

Tahar教授 
 
（三）Emerging & Re-emerging swine diseases  新发与再发传染性猪病 
1. 塞内卡病毒病：流行现状和研究进展，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Kyoungjin J. 

Yoon教授 
2. 纳米生物技术在新型PEDV疫苗开发中的应用，韩国首尔大学，Daesub Song

教授 
3. 野猪在东欧地区非洲猪瘟传播中的作用及非洲猪瘟病毒溯源的潜在分子标

记，波兰国家兽医研究所，Zygmunt Pejsak博士 
4. 再度流行的伪狂犬病病毒：有何变异？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童光志研究员 
5. 非洲猪瘟（ASF）十年记——经验与教训，俄罗斯联邦病毒学和微生物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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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Denis Kolbasov教授 
 
（四）Swine Production & Welfare  养猪生产与动物福利 
1. 中国—东盟在养猪生产和猪群健康管理方面的展望，泰国生猪生产协会，

Khampee Kortheerakul博士 
2. 改善猪福利——迎接新挑战，英国农业善行，Peter Stevenson先生 

 
（五）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 Food Safety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1. 多重耐药沙门氏菌：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的威胁，美国马里兰大学，Jianghong 

Meng教授 
2. 猪新发及人畜共患病病毒：对猪肉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启示，美国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Xiang-Jin Meng教授 
 
（六）Nutrition & Herds Health Management  饲料营养与猪群健康管理 
1. 猪群健康管理中的多种疫病防控策略，美国ABVP Bethany – Rensselaer养猪咨

询中心，Thomas G. Gillespie博士 
2. 提高母猪繁殖性能的关键技术，四川农业大学，吴德教授 
 
（七）Swine Farm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Control  猪场管理与环境控制 
1. 生物安全在疫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养猪发展与咨询公司，Satoshi Otake

博士 
2. 中国动物粪肥的利用概述，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董红

敏博士 
 

七、IPRRSS 2018 内容： 
2018 国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学术研讨会将于 6 月 11 日至 12 日在重庆召开，

与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一同举行。研讨会将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诊断医师、行

业从业人员以及生产厂商提供广阔的交流平台，共同讨论过去三十年内养猪业在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所面临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研讨会围绕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病毒的遗传多样性与演化、流行病学与临床疾病、病毒-宿主相互作用与致病性、

免疫学和宿主遗传抗性、诊断与疫苗、疫病防控与净化等专题进行研讨。IPRRSS 
2018 现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论文 210 余篇，研讨会还将邀请 13 位世界知名的专

家做特邀报告，详细信息将于 2018 年 3 月以后陆续刊登到 IPVS 2018 会议网站上。 
参加 IPRRSS 2018 的代表请注意：请于 6 月 10 日下午 13:00~18:00 到会场报到

注册。 
 
八、报名方式： 
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2018 国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学术研讨会将进行在线

报名参会。参会请进入网站 http://www.ipvs2018.net/zh_cn/index.html 中的“在线注

册”栏目填写个人信息、参会报名并预订酒店、纸质论文集和答谢晚餐。请务必记

住您的注册账号（电子邮件）和密码。 

http://www.ipvs2018.net/zh_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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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英文网站投稿的中国作者（论文提交者）请注意：请不要在英文系统中

缴费。参会请务必用您在英文系统中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中文网站的报名系统，以

便与英文论文关联。并在中文网站中完善您的个人信息（中文姓名和中文单位等信

息），以便学术委员会能够及时联系到您。请在 4 月 15 日完成参会注册并缴费，以

确保您的论文会刊登到论文集中。若在注册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写邮件咨询

pco@ipvs2018.net。 
 
九、会议费及缴费方式： 
第 25 届国际猪病大会、2018 国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

参会中宾将统一为以下会议费用。会议费包含注册费、论文集电子版、会议期间茶

歇、午餐及欢迎酒会。6 月 13 日答谢晚餐、论文集纸质版须另行预订并付费。由于

会议现场无法刷卡缴费，请持公务卡的代表务必提前汇款。缴费日期以汇（寄）出

时间为准。 

缴费日期 
2018 年 3 月 1 日

前（含 1 日） 
3 月 2 日— 
5 月 1 日 

5 月 1 日— 
现场注册 

代表（含高级会员*） 1600 2000 3000 

学生** 800 1000 1500 

* 由于中国代表参会相对于国外代表已经优惠，因此本次会议的中国畜牧兽医

学会高级会员不再另行优惠。 
**学生请在注册时在系统中上传学生证本人信息页和注册页扫描件并在会议

报到现场出具学生证正本。 
 
十、会议费缴费方式： 

    会议委托承办单位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收取会议费并开具“会议

费”发票。 
    开户名：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账  号：11001045300053002149 
请汇到以上账户，汇款备注中务必注明“IPVS 2018”和汇款人的姓名、项目及金

额等信息。汇出后，请将汇款凭单在系统中上传汇款凭证并将扫描件或照片和参会

者信息发送到 meeting@boyar.cn。 
注意事项： 
1. 会议费、答谢晚餐及纸质论文集的费用，请支付到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

限公司； 
    2. 酒店费用，请支付到会议服务商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住宿费用及缴费方式： 
会议推荐以下酒店供代表选择，大会提供酒店到会场之间的免费班车。酒店预

订的截止日期为：2018 年 5 月 10 日，请尽快预定。预定请登录以下网址： 
http://www.ipvs2018.net/zh_cn/accommodation.html。 
 

mailto:请咨询ht@ipvs2018.net�
mailto:请咨询ht@ipvs2018.net�
http://www.ipvs2018.net/zh_cn/accommo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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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人民币） 与会场间交通 
重庆君顿秀邸酒店 

☆☆☆☆ 
标间 570（双早） 距离会场约 25 分钟车程。距离机

场 10 分钟车程。 单间 570（单早） 
重庆维也纳国际酒店 

☆☆☆☆ 
标间 530（双早） 距离会场约 20 分钟车程。距离机

场 15 分钟车程。 单间 530（单早） 

注意事项： 
1. 大会不提供拼房服务，如您希望与他人合住，请自行确定同住人。 
2. 若您预订付款后未能入住酒店，且未按照要求通知会务组，会务组将无法为

您退款。 
3. 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委托中青旅旗下的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参会代表的住房预订和收费工作。住宿费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由中青博

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内容中的“会议酒店预订费”就是住宿费。 
4. 会务组如根据需要增加会议酒店，将不另行通知，以网站公布为准。 
 
十二、会议费和住宿费的退费规定： 
请代表确认参会再付款，由于代表本人的原因不能参会或者提前离会造成的会

议费和住宿费的退费规定如下： 
1. 会议费及答谢晚餐费用退费： 

日期 取消条款 

2018 年 4 月 11 日前 退款 90% 

2018 年 4 月 11 日—5 月 11 日 退款 80% 

2018 年 5 月 11 日后 退款 70% 

2. 住宿费退费： 
日期 取消条款 

预订日期前 1 个月 全额退款 
预订日期前 10 天 扣一晚房费 

10 天内取消 不退款 

 
十三、联系方式： 
1. 学术会议咨询：周磊 010-62733962  info.zhou@ipvs2018.net 
2. 中宾参会、会议费到账、赞助咨询：王必勇 010-82893959  meeting@boyar.cn 
3. 住宿及住宿费到账咨询：张一萌 010-58158193  ht@ipvs2018.net  
4. 会议注册系统使用咨询：赵雨桐 010-58158102  pco@ipvs2018.net 
5. 学会联系人：石娟  刘海霞 010-85959010  caav001@163.com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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