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关于召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第七届全国会员大会
暨 2020 年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年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位会员及相关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20 日在北
京召开中国畜牧兽医养猪学分会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猪
联合育种协作组年会。会议目的：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理事会换届工作；二、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年会。
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二、 支持单位：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
全国畜牧总站
三、 会议组委会：
主任：王立贤
成员：王楚端、杨公社、蒋宗勇、蒋思文、潘玉春、任广志、
边连全、曾勇庆、黄瑞华、吕学斌、滚双宝、王金勇、
吴珍芳、邱小田、翟丽维
四、 参会人员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全体会员、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全体
专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种公猪站、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员单位和有关
畜牧技术推广单位代表。

五、 会议内容
1、

学术交流

2、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年会

3、

生猪产业发展及技术交流

4、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第七届理事会改选

六、 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12 月 18-20 日，其中 12 月 18 日全天报到。
【地点】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 13 号，电话：01082868888）

七、 会议日程
时间
12 月 18 日

12 月 19 日

12 月 20 日

全天
14：30-18：00
19:00-21:00
8:30-9:00
9:00-9:40
9:40-10:10
10:20-12:00
13:30-17:40
17:40-18:30
8:30-11:10
11:10-12:00
13:30-16:00
16:00-17:00

日程安排
报到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分组交流
企业沙龙
开幕式
报告
核心育种场先进工作企业颁牌颁奖
生猪育种教学科研功臣颁奖
生猪育种工匠颁奖
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
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七届理事选举）
学术报告
第七届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一次常务理事会议
学术报告
闭幕式、七届全体理事合影

八、 会议报告
★黄路生院士报告
★姚斌院士报告
★2020-2035 猪遗传改良计划解读 （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领导）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工作 10 年总结技术报告 （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领导）
★生猪养殖形势分析（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局领导）
★猪基因组选择进展 张勤 教授 （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非洲猪瘟疫情形势 杨汉春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种猪抗病性状遗传改良探索 王立贤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
★伪狂犬净化及挑战 何启盖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非瘟背景下猪的育种及新技术在育种一线的应用 傅衍 教授 （浙江大学
/天邦股份）
★生猪期货上市对行业的影响 甘正在 博士 （国元期货）

★母猪消化道、产道微生态平衡与健康 井龙辉 博士 （科为博（江苏）生
物科技研究院）
★生物安全落地，助力蓝耳抗原转阴 欧伟业 总裁（浙江美保龙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生物安全防控关键技术之消毒和检测 喻正军 博士 （湖南国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种猪场猪瘟深度防控与净化的新思路 曾容愚 博士 （天康生物）
★运用智能设备大力提高生猪产业性能 张俊 副研究员 （国家农业信息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国猪多群体基因组选择关键问题分析 丁向东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猪基因组选择策略 王立刚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
★猪营养与健康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车炼强 教授（四川农业大学）
★猪场疫病诊断原则及能力建设 周磊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非洲猪瘟疫情后贵州生猪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张勇 副教授 （贵州大
学）
★优质黑猪父本新品种培育 顾以韧 副研究员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养
猪研究所）

九、 注册缴费及住宿预定
请访问会议网站（http://caavbps2020.bomeeting.net）注册并预定住宿。本次
会议注册费用 800 元/人，含会议资料费、餐费及茶歇。交通费及住宿费用自理。
会议注册费于会议报到日在会议酒店大厅缴纳，注册费收取、发票开具等工作将
由会议支持单位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负责。
（因 20 日会议结束较晚，部分交
通不便参会会员可选择 21 日返程，注册时请注明返程时间，以便留房。
）

会议推荐住宿酒店：
1、

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会议酒店）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 13 号
大床房：850 元/日，标准间：850 元/日（以上价格含早餐）

2、

康福瑞连锁酒店（北京西山店）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 13 号
大床房：580 元/日，标准间：580 元/日（以上价格含早餐）

注：因疫情防控需要，原则上要求所有参会代表于会前通过网络注册、预定房间，

如届时因人数控制，未提前注册可能出现无法参会问题，感谢配合！

十、 交通指南
会议地点：北京朗丽兹西山花园酒店（北京市海淀区丰智东路 13 号，电
话：010-82868888）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机接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会场
1、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首都机场线（三元桥）→地铁 10 号线（海淀
黄庄）→地铁 4 号线（西苑）→地铁 16 号线（永丰南站 B 出口）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大兴机场线（草桥）→地铁 10 号线（海淀黄
庄）→地铁 4 号线（西苑）→地铁 16 号线（永丰南站 B 出口）

3、

北京站：地铁 2 号线（宣武门）→地铁 4 号线（西苑）→地铁 16
号线（永丰南站 B 出口）

4、

北京西站：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馆）→地铁 4 号线（西苑）→地
铁 16 号线（永丰南站 B 出口）

5、

北京南站：地铁 4 号线（西苑）→地铁 16 号线（永丰南站 B 出口）

十一、

赞助单位（更新中）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店畜禽良种场
北京百净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华天农牧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大好河山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裕丰京安养殖有限公司
北京六马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安易捷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中育种猪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养猪育种中心）
湖南国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诸美种猪育种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优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兆丰华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重庆六九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泰乐星

北京大鸿畜牧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市威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辰园畜牧工程有限公司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双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保龙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北京科为博农道农业
杭州越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ISH GENETICS
广西一遍天原种猪集团
福建丰泽农牧
四川德康农牧
安徽绿健种猪有限公司
金宇集团
上海科诺牧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利宝维（广东）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
四川省丽天牧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眉山万家好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绵阳明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易银合科技有限公司
天邦史记种猪公司
武汉市江夏区金龙畜禽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清市永诚畜牧有限公司
江西加大种猪有限公司
山东方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赤峰家育种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银发牧业有限公司
山东鼎泰牧业有限公司
菏泽宏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伟嘉集团
福建光华百斯特

十二、

联系方式

1、

会议统筹：王楚端 教授 13911722825

2、

会议接待及报到注册：翟丽维 博士 13810093391

3、

联系邮箱：pigscience@qq.com (推荐)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

附件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