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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关于召开第一届“草畜+”一体化学术交流 

暨产业发展研讨会的通知 

 

畜牧业发展对粮食有很大的依赖性。我国每年大约有 40%的粮食

用作饲料粮，70%大豆依赖进口，畜禽养殖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饲料

粮过度消耗已成为粮食安全的最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畜牧业结构

不合理，耗粮较少的草食畜禽生产的畜产品比例偏少。 

2008 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全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的意见》等，并启动实施南方 10省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

“草牧业”试点和“粮改饲”试点等项目。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

出加快发展“草牧业”，2016年中央 1号文件提出“推动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草畜+”产

业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发展“草畜+”产业将草畜和关联产业紧密

结合起来，符合“产出高效、资源节约、产品安全、环境友好”的原

则，符合国际畜牧业的发展方向。 

为凝聚产学研各方力量，推动草畜及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交流“草

畜+”产业领域新成果、新进展，共商草畜发展大计，国家牧草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定于 2016年 6月在扬州召开第一届“草畜+”一

体化学术交流暨产业发展研讨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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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主题 

种养结合  高效循环  优质安全 

二、 会议内容 

1、 “草畜+”内涵及一体化技术体系 

2、 草畜新品种培育与草畜资源配置 

3、 优质牧草资源开发与非粮饲料资源挖掘 

4、 牧草丰产与多元化草产品加工 

5、 南方草地资源开发与利用 

6、 粮草轮作（间作）与林（果）间种草 

7、 草地农业、草牧业理论与实践 

8、 纤维素类（草本、木本、秸秆）饲料高效降解 

9、 生物发酵饲料调制 

10、 中兽药与动物益生用品应用（抗生素替代） 

11、 饲草料品质与畜禽生产性能、畜产品安全 

12、 有机饲草料和有机畜产品认定 

13、 畜产品精深加工 

14、 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估 

15、 养殖场污染治理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6、 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养殖模式 

17、 低碳草畜产业生产理论与实践 

18、 草畜产业信息化与“互联网+” 

19、 观光牧场理论与实践 

20、 “草畜+”产业典型案例 

注： 

——畜（禽）指：牛、羊、马、兔、鹅、驴、猪、鸡、鱼、特

种动物等； 

——“+”指：沼气工程等生物能源、生物有机肥、精深加工、

设施农业、农业物联网、餐饮、观光休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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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 

1、 优质牧草及饲用作物品种 

2、 生物饲料调制设备与产品 

3、 生物添加剂与动物益生品 

4、 种植养殖设施与设备 

5、 养殖场污染治理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 

——专业考察 

苏州太仓草畜一体化基地（集种植、养殖、生物饲料与生物肥

料加工、屠宰分割、优质大米生产、循环农业、农业观光等为一体）。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16 年 6 月 15-18 日（15 日报到） 

地点：江苏省扬州市会议中心（地址：扬州邗江区七里甸路 1

号；电话：0514-87802588）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承办单位：扬州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助尔生物科学研究院 

协办单位：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 

国家高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畜禽育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乳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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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机类肥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部牧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木本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英（CAU—AFBI）牧草与食草动物联合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中国草学会 

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 

江苏省畜牧总站 

五、日程安排 

6 月 15 日：全天报到 

6 月 16 日：上午开幕式与特邀报告，下午主题报告 

6 月 17 日：上午主题报告，下午专业考察 

6 月 18 日：会议代表离会 

六、论文征集 

论文格式参照《草业与畜牧》杂志，合格论文将收录会议论文集；

未发表过且合格论文经作者同意可正式刊出；投稿截止日期：201．．．6．

年．4．月．30．．日．；投稿邮箱：Sino_grass@163.com。 

七、参会人员 

   1、院士、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 

   2、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代表； 

   3、欧美等特邀国际知名专家； 

   4、饲草料生产、动物生产、种养殖设备、环境治理、废弃物处理、

肉类奶类加工、动物益生用品、餐饮、观光牧场等行业、企业代表； 

   5、媒体、新闻界及其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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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会须知 

1、会议收费：（1）会议收取会务费 1800 元/人（学生 1200 元/人），

食宿自理；（2）参加展览展示每个展台收取 5000 元（免两人参会会

费），展览物品、海报、演示内容自备（室内展位 1.5m*1.5m；室外

展览尽量满足需求）；会议论文集彩色广告 5000 元/页，封底 8000 元

/页；需要其他宣传展示方式的请另行提出。账户信息： 

户  名：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中银大厦支行 

账  号：349 362 874 943 

2、会议回执：请于 2016 年 05 月 21 日前将参会回执（见附件 1）

发至 Sino_grass@163.com；或传真至 010-62734252。住宿将按照．．．．．截止．．

日期．．回执时序进行安排．．．．．．．．；会前需要纸质会议通知的，请告知。 

3、会议接送：在南京禄口．．．．机场．．、扬泰．．机场．．和镇江．．火车站．．．接送。 

4、欢迎参与办会，也欢迎进行展览展示、宣传和赞助。 

八、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人：王雨、林炎丽、庞帝琼 

电 话/传真：010－62734252    网址：http://www.forage.net.cn/ 

扬州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人：赵国琦、孙盛楠 

电 话：13952750917   18796602085 

附件：1、参会回执     2、会场交通指南    3、会后自费考察路线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代章） 

            2016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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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称  职  务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手机  

报告与否  报告题目  

展览与否  展览内容  

住宿标准 

（请打√） 

杏园楼双人

间（360元） 
 是否合住  

单人间 

（360元） 
 

春晖楼双人

间（400元） 
 是否合住  

单人间 

（400元） 
 

是否参加 6月 17日下午现场考察活动（请打√） 是  否  

交通信息 

抵达日期  
飞机/火

车班次 
 抵达时间  

返程日期  
飞机/火

车班次 
 返程时间  

备  注  

注：1、由于每种房间数量有限，请大家提前做好选择； 

2、为保证住宿，请最迟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填写

完毕发至：Sino_grass@163.com；或传真至：010-627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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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场交通指南 

 

1、汽车东站:打车 50元，距离汽车东站 20公里：乘坐 89路车市

体校站下即到。 

2、汽车西站： 打车 10元，距离汽车西站 3公里：乘坐 1路车市

体校站下即到。 

3、扬州火车站：打车 10 元，距离火车站 3 公里：乘坐 1 路车市

体校站下即到。 

4、扬泰机场：打车 200 元，距离扬泰机场 40 公里。机场大巴到

友好会馆 25元，友好会馆打车到会议中心 20元。 

5、京沪高铁镇江站：打车 100 元，距离高铁镇江站 40 公里。扬

州镇江城际公交 15元，汽车西站下。 

6、南京禄口机场：打车 300 元，距离禄口机场 80 公里。扬州到

禄口机场大巴 20元，友好会馆下，每天 10班。 

 

地址：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 1号          邮编：225002 

电话：0514—87802588                    传真：0514—8788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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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后自费考察线路 

 

1、扬州观光一日游：游览瘦西湖，四大名园个园，十大历史文

化名街东关街，含交通、景点第一道大门票、一中餐（25 元/人）、

全程优秀导游服务、保险等，250元/人（10人以上发团）。 

2、无锡、苏州二日游：D1，游览“太湖第一名胜”鼋头渚公园 ，

苏州金鸡湖景区，晚观前街自由活动；D2，游览千年古刹寒山寺，中

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吴中第一名胜虎丘。结束后乘车返回扬州。含交

通、景点第一道大门票、含一日三餐（早餐房费含，正餐 25元/人）、

准三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全程优秀导游服务、保险等，690元

/人（10人以上发团）。 

3、无锡、苏州、杭州三日游：D1，游览“太湖第一名胜”鼋头

渚公园 ，苏州金鸡湖景区，晚观前街自由活动；D2，游览千年古刹

寒山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D3，乘船

环游西湖，游览岳王庙、六和塔。结束后乘车返回扬州。含交通、景

点第一道大门票、含一日三餐（早餐房费含，正餐 25 元/人）、准三

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住宿、全程优秀导游服务、保险等，980 元/人

（10人以上发团）。 

 

联系人：扬州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王莹 18936221006，13056356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