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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医学发（2018）第 51号 
  
  

关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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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届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年会在中国科协、农业部及各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的关注、支持和广大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青年学者的积

极参与下，已成为我国畜牧兽医学术界规格高、影响大的学术交流活动，更是

广大畜牧兽医科技工作者展示最新科研技术与成果，交流、互动、启迪共进的

重要平台，在推动我国畜牧兽医科技创新、学科繁荣、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林牧

渔业和种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稳定和

优化粮食生产。”如何进行家禽业科技创新并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禽肉和禽蛋

产品是当今家禽业研究和生产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

年会将以“家禽·生产·健康”为主题，组织禽病学分会、家禽学分会等相关

分会，动员家禽生产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与生产者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年

会将于 11 月 21—25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第十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次学术研讨会也将同时举行。 

我们竭诚邀请国内家禽学与禽病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禽业

从业者参加本次大会，就行业内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的科技和产业进展开展充分

的交流与讨论，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共同促进家禽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将本届年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会 

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西大学 

支持单位：世界家禽学会 

二、 大会时间： 

2018年 11 月 21 日，注册报到 

2018年 11 月 22 日-25 日，会议交流 

更多详情请见会议网站及附件一。 

三、 会议地点： 

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8号） 

电话：0771-2111888，2111862 

四、 会议内容： 

（一）特邀报告（按演讲人姓氏笔画排序） 

1. NDV 引起的线粒体应激反应，丁铲，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2. 雏鹅痛风病的流行情况与防控，刁有祥，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

授 

3. 关于禽流感病毒的监测，邓国华，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4. 禽免疫抑制病流行与防治技术，王笑梅，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5. 规模化种鸡场、商品蛋鸡场沙门氏菌净化研究与示范，王红宁，四川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6. 鸡蛋品质的营养调控研究，齐广海，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 
7. 我国新城疫病毒的进化和基因Ⅶ型新疫苗的创制及应用，刘秀梵，中国

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 

8. 禽 C 型偏肺炎病毒感染、致病与防制，刘爵，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

医研究所研究员 

9. 禽流感防控相关问题，刘金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 
10. 水禽主要疫病流行现状与趋势，张大丙，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 

11. 肉鸡绿色生产提质增效大有潜力，张宏福，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研究员 

12. 蛋鸭疫病诊断与防控技术进展，张存，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 

13. 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衣壳蛋白在病毒感染复制中的作用机制，周继勇，

浙江大学动物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 



14. 鸭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技术创新，侯水生，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研究员 
15. 种鸡场禽白血病净化的回顾与展望，赵鹏，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博士 

16. 马立克氏病研究现在与未来，秦爱建，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 
17. 危害番鸭新发疫病，黄瑜，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18. 传染性支气管炎流行现状与防控技术，曹永长，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19. 禽流感致病机制研究进展，廖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 

20.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的演化变异及防控措施思考，磨美兰，广西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另外，大会邀请的两位家禽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主题报告题目待定，具体

信息另行通知： 

1. 杨宁，世界家禽学会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2. 文杰，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二）专题会场交流 

本次大会将设立“禽病防治”、“家禽生产”等专题会场。具体报告人及题目请

于会前登录学会会议网站查看。 

会议还将在 11 月 22 日晚上举行青年人才交流论坛，欢迎青年学者、基层

科技工作者、企业管理者积极参与。 
五、征文：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将围绕“家禽·生产·健康”主题，设

立禽病防治、家禽生产和其他 3 个专题征集论文。投稿人员请进入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网站 www.caav.org.cn 点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进入

会议网站注册后提交论文摘要电子版。本次征文仅接收中文投稿，且仅限论文

摘要，不需提交全文。论文摘要的正文字数为 600~800 字，无图表。 

截稿日期： 2018 年 9 月 30 日 

征文截止后，会议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审稿，审稿结果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

通过会议系统或者电子邮件通知作者，投稿作者可以登录会议系统查询结果和

下载录用通知。 

更多详情请见会议网站或“关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征文的

通知”（牧医学发（2018）第 13号）。 
六、在读研究生免费参加年会 

从 2004 年始，学会每年均邀请全国各有关院校、研究院所的在校研究生免

费参加年会的各项活动，受到青年学者的欢迎及导师的好评。2018 年学术年会

http://www.caav.org.cn/�


将继续坚持这一做法，拟在投稿的研究生中挑选 100 名免费参加会议（免食宿

和注册费），热切欢迎各院校、研究单位的优秀学生积极申请！ 

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30 日 

更多详情请见会议网站或“关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年学术年会征文的

通知”（牧医学发（2018）第 13 号）。 

七、参会方式： 

请到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网站 www.caav.org.cn 点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广告条进入会议网站或者直接登录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会议管

理平台 http://meeting.caav.org.cn/caav/在线注册，注册后在“参加新会议”处，

点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进入会议网站投稿并报名参会、订

房。 

请注册后务必点击“会议回执”以确定您参会。在线报名日期截止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如您在报名中遇到问题，请致电 010-85959010、010-82893959

咨询。 
八、参会费用： 

（一）会议费： 

注册类型 9 月 15 日前 9 月 16 日-10 月 30 日 11月1日——现场 

参会代表 1000 元 1200 元 1500 元 

高级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学生** 800 元 1000 元 

申请免费参会研究生（收到

学会接受函者）*** 
0 

*高级会员是指有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高级会员证，并于 2018 年注册缴费的高级

会员，2018 年未注册缴费的高级会员不在优惠范围内。 

**学生需在报到时提供在校学生有效证件。 

***申请免费参会研究生，报名回执处请选择“免费参会研究生”项，如申请被接

受学会将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前在学会网站公布名单或以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报

到参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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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会”、参会人姓名或者付款

http://www.caav.org.cn/�


识别码、项目及金额等信息。汇出后，请将汇款凭单扫描件或照片和参会者信

息发送到 meeting@boyar.cn。 
（三）会议费退款： 

请代表确认参会再付款，由于代表本人的原因不能参会造成的会议费的退

费规定如下：  

日期 取消条款 

2018年 10月 15日前 退款 90% 

2018年 10月 16日—11月 21日 退款 80% 

 
（四）住宿费： 

组委会可代定会议期间沃顿大酒店住房，费用自理。费用标准：单间与标

准间价格统一为：470 元/间/天（含早）。房间数量有限，请通过会议网站提前

预定，先定先得，如不预定，会务组将无法保证住宿。注：所预订房间将预留

至 11 月 21 日 12 点前，如在 12 点之后到达，请提前与组委会进行电话确认，

如未确认，房间将不予保留。 

九、联系方式 

1. 会议征文、免费参会学生、会议系统使用咨询：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联系人：石  娟  刘海霞  申  凌 

电 话：010-85959010  85959006   E-mail：caav2007@163.com 

2. 征文及分会场交流咨询： 

家禽学分会：窦新红  电话：0514-85599035   E-mail：jqxfhmsc@163.com 

禽病学分会：姚炜光  电话：13911596223  E-mail：qbxfhywg@126.com 

3. 赞助、参会缴费、住宿咨询：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必勇  相  慧 

电话：010-82893959  E-mail: meeting@boyar.cn 

4. 团体会员单位参会咨询：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科技咨询部 

颜海燕（010-62125896）张高霞（010-62125686）郭自干（010-62110970） 

 

附件一：会议简要日程 

附件二：交通路线指南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8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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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会议简要日程 

 

日期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11 月 21 日（周三） 注册报到 注册报到/会前会 禽病学分会理事会 

11 月 22 日（周四） 全体大会 
企业冠名

午餐会 

禽病分论坛及分会会

员代表大会/ 

家禽生产分论坛 

禽病学分会理事会

/青年学者论坛 

11 月 23 日（周五） 
禽病分论坛 

/家禽生产分论坛 

企业冠名

午餐会 

禽病分论坛 

/家禽生产分论坛 
晚餐 

11 月 24 日（周六） 

大会报告/禽病防

控、家禽生产实践

答疑交流/闭幕式 

午餐 —— —— 

11 月 25 日（周日） 离会 

注：以上日程以会议会刊刊登为准。 



附件二 

交通路线指南 

 

会议地点：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8号） 

电话：0771-2111888，2111862 

 

1. 飞机 

可乘坐机场大巴 2号线，直接到沃顿酒店下，票价：20元，全程约 60分钟。 

打车约 50分钟到酒店，价格：120元左右。 

2．南宁火车东站 

可坐地铁 1号线（火车东站 A口上车到南湖站 B2口下车，约 30分钟，然后步行 607米）

到酒店。 

打车约半个小时。 

3. 南宁火车站 

可坐地铁 1 号线（火车站 A 口上车到南湖站 B2 口下车，约 20 分钟，然后步行 600 米）

到酒店。 

打车约 20分钟。 

4. 琅东汽车站 

乘坐地铁 1号线（琅东客运站 B口上车到南湖站 B2下车，然后步行 600米）或乘坐公交

车 704、603路从琅东客运站到滨湖广场站下，步行 400米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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