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畜牧业协会热诚欢迎广大猪业工作者以及关注养猪行业发展的各

界人士踊跃参加，共同为中国养猪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 

2015年 5月 15～17日(5月 15日报到) 

二、地点： 

重庆海宇温泉大酒店(重庆市北碚区双元大道 198号) 

三、主题： 

加快转型、创新发展、内强素质、外迎挑战 

四、会议内容： 

1、国内外养猪行业动物营养和基因育种最新成果 

2、国内外养猪行业最新养殖精细化管理 

3、国内外养猪行业最新环境控制设备和动物福利 

4、国内外养猪行业最新环保设备和适度规模发展 

五、会议宣传：  

本次大会是第四届全球猪业行业盛会，是中国生猪产业和世界先进水

平最好的交流平台，是学习世界先进工艺的最佳机会，也是宣传企业形象、

展示实力、扩大知名度、发布信息的良机。大会可提供形式多样的宣传，

并设置特别赞助单位、赞助单位、特别协办单位、协办单位、版块赞助单

位、晚宴赞助、礼品赞助等。具体宣传项目见附件或登录 www.caaa.cn。欢

迎从事、关心和支持生猪行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电咨询。  

六、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号时间国际大厦 1座 909室   

电话：010-58677700转 867、865 传真：010-58678192  

联 系 人 ： 杨 平 （ 18511711978 ）、 赵 一 宁 、 韩 玉 国 、 石 守 定  

E-mail: yangping@caaa.cn   网址：www.caaa.cn  

http://www.caaa.cn/
mailto:yangping@caaa.cn




附件1 

 

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 
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会 议 指 南 

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特别赞助：诚招中…… 

特别支持：河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四川铁骑力士集团、深圳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 

特别协办：诚招中……  

协办单位：诚招中……  

会议主题 

加快转型、创新发展、内强素质、外迎挑战 

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宏观趋势主题报告 

1、我国猪业未来发展规划 

2、当前猪病形势、防控政策及措施 

3、全球猪业的现状及趋势 

4、我国猪育种现状及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行业交流主题报告 

1、我国猪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美国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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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动物营养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方向 

4、丹麦从农场到餐桌猪肉品质的全程控制 

5、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6、我国养猪服务型企业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7、我国养猪业精细化管理进展和趋势 

8、养殖业如何投融资和资产管理 

9、生猪上市交易的现状及经验 

第三部分：分会场专题报告及讨论 

17日上午：基因组育种和动物营养 

1、我国基因组育种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2、欧洲基因组育种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3、我国种猪营养的研发与应用 

4、我国仔猪营养的研究进展 

5、国内外乳猪料的最新进展 

17日下午：养猪精细化管理与肉食品加工 

1、中国养猪业低效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2、泰国的养猪精细化管理 

3、我国大型养猪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4、我国生猪屠宰加工业的现状和发展 

第四部分：分会场设备专题论坛 

17日上午：智能化设备、环境控制和动物福利 

1、欧洲环境控制及疾病净化 

2、欧洲环控最新设备及应用 

3、中国节能型环控设备的研发及使用效果 

4、欧洲智能化养殖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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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养猪的动物福利现状与趋势  

6、我国自动化养殖设备的研发现状与发展趋势 

17日下午：丹麦养猪业的发展 

1、全基因组选择在丹麦猪育种体系中的应用 

2、丹麦养猪与环保 

3、丹麦动物福利与养猪产能 

4、高产后备母猪的管理要点 

5、丹麦猪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6、丹育种猪在中国的成功案例 

7、丹麦高效养猪在中国的实践 

 

会议须知 

一、会议日程 

5月 15日  大会报到 

5月 15日  媒体专访日 

5月 15日  15：00～17：00 三届四次理事会 

5月 16日  大会主题报告 

5月 17日  大会专题报告及研讨 

二、会议交通 

（一）重庆海宇温泉大酒店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双元大道198号 

电话：023-63179999         传真：023-63179666 

（二）交通指引： 

酒店位于北碚区双元大道与云清路交汇处，毗邻状元碑、北碚区政府，

靠近嘉陵风情步行街、北碚汽车客运中心，位置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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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北碚汽车客运中心约 550米； 

- 距离北碚汽车站约 5.8公里； 

- 距离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约 35公里； 

- 距离北碚火车站约 5.5公里； 

- 距菜园坝火车站(地图)约 31.13公里 

- 距黄矸火车站(地图)约 54.98公里 

- 距江津火车站(地图)约 60.08公里 

- 距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约 36公里。 

1、江北机场至酒店乘坐轻轨 

乘坐轻轨 3 号线(鱼洞-江北机场)，在红旗河沟转乘，轻轨 6 号线(北

碚-茶园)状元碑站下车，步行到酒店。 

2、重庆火车站至酒店 

乘坐 863 路 (或 113 路 )，在花卉园站下车，转乘轻轨 6 号线(北碚-

茶园)状元碑站下车，步行到酒店。 

三、参会人员 

本次大会得到欧美等国家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

合，届时将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丹麦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

的百名国外代表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及猪业分会会员、猪业及其相关(养殖、

加工、饲料、兽药疫苗、生物制品、器械设备、贸易等)行业的专家、企业

家、管理者及科研、营销、技术服务人员；大专院校在校学生、相关媒体

及关注猪业发展的各界人士前来参会。 

四、会议费用 

（一）会务费： 

会务费：会员(限交纳会费的会员)2300 元/人，非会员 2600 元/人。

境外参会代表 500美元/人，会务费包含会议期间餐费、会议资料费、同传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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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场租费、茶歇等费用。凡在 3月 15日前，报名并将会务费汇入会务组

指定账户的，可在上述标准基础上优惠 300元/人(以汇款底单日期为准)。

境外参会代表优惠 50 美元/人(以汇款底单日期为准)。在校学生参会须 3

月 15日前报名并交费,会务费为 1500元/人(报到时出示有效学生证办理，

否则按标准补交会务费差额)。报名截止到 2015年 5月 1日。 

注：现场只接受现金缴费。 

凡已交纳会费的会长、副会长本人参会，免交会务费，住宿费自理。 

已交会务费的代表，因故不能参会的，则退回已经交纳会务费的80%。 

住宿费：会议期间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需提前预定。 

（二）住宿费：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下表是会议酒店提

供的房间类型、价格及数量，房间数量有限，为确保会务安排，请于 5月 1

日前预定，先定先得，如不预定，会务组将无法保证住宿。预订房间将预

留至 5月 15日 12点前，如在 12点之后到达，请提前与会务组进行电话确

认，如未确认，房间将不予保留。 

房间名称 会议价格 房间数 

高级双人间 
388元/间/天 

110间 

高级单人间 40间 

五、会刊征文 

本次会议论文将以杂志增刊的形式正式出版，欢迎各企业家、专家、

行业管理者踊跃投稿。稿件内容参考大会主题和以下要求，题目自拟，文

章字数限 5000字以内。来稿经审阅合格后于大会会刊中刊登，免收版面费。

具体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文章内容要贴近此次大会主题，遵循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协调发

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具有一定创新性、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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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2、作者简介 

文章结尾处需附 100字以内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详细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供组委会选编。 

3、格式要求 

征文采用 word文档格式。文中图片须另附 300万像素以上的原图(JPG

格式，无水印及企业标识)；表题、图题和注解采用文本框形式；正文行间

距 20磅；字体要求：文章标题黑体 3号，正文宋体 5号，作者简介采用楷

体 5号；各级标题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 

4、投稿方式 

采用电子邮件方式投稿，请将文稿发送到 hanyuguo@caaa.cn 或

pigzw@caaa.cn，邮件主题设置为“2015全球猪业论坛征文”。 

5、截止日期:征文截稿日期 2015年 4月 1日。 

六、会议宣传 

本次大会会场内外可提供形式多样的宣传：场内可放易拉宝、彩色喷绘，

会场外可以放置拱形门、灯笼柱、注水彩旗等。大会会刊、通讯录、代表

证等也可以做广告宣传。大会笔记本、纪念品等拟采取招募形式，欢迎来

电咨询报名。 

本次大会设置特别赞助单位、赞助单位、特别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版块赞助等，如有需要请直接与会务组联系，索取相关资料。宣传项目请

参见附件 3。宣传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日。 

七、注意事项 

1、参会报名办法 

大会采取网上填报的报名方式，请登录：http://zhuye.caaa.com.cn,

于 2015年 5月 1日前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上网不方便者可直接填写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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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中的纸质报名回执，发传真或邮件至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发送回

执后请致电猪业分会以确保收到)。 

2、汇款方式： 

户名∶中国畜牧业协会         

开户行∶中行北京三元桥支行 

账号∶349356022214 

八、组委会联系方式 

1、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号时间国际大厦 1座 909 

电话：010-58677700转 867、865 

传真：010-58678192    邮编：100028  

联系人：杨平(18511711978)、赵一宁、韩玉国、石守定 

E-mail: yangping@caaa.cn   pig@ caaa.cn 

网址：http://pig.caaa.cn/ 

2、重庆海宇温泉大酒店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双元大道198号 

电话：023-63179999         传真：023-6317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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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业发展大会参会回执 

表格复印有效，请于2015年5月1日前传真至010-58678192、或发邮件至yangping@caaa.cn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详细地址  

业务范围    

(划√注明) 

种猪     商品猪     动保     饲料     

设备     科  研     媒体     其它     

*会议信息 

来源 

□ 1.发展大会的红头文件通知； 

□ 2.网络媒体(中国畜牧业信息网、猪 e网、中国养猪网、中国种猪信息网、

中国养猪第一网、艾格农业、广东养猪信息网、农博网、中国养殖网）； 

□ 3.纸质媒体(中国猪业、规模养猪、今日养猪业、猪与禽、赛尔养猪、当代

畜牧、现代畜牧兽医、兽医导刊、新饲料、养殖与饲料)； 

□ 4.朋友介绍； 

□ 5.其他途径：                          

*姓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箱 

      

      

      

      

      

*预订房间数 

注：先到先得  

标间(388元/间/天)      间 

 

单间(388元/间/天)      间 

*入住时间 2015年 5月   日 

备注：  
单位公章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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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赞助方案 

一、特别赞助单位（独家赞助 30万） 

二、赞助单位（赞助费用 15万） 

三、特别协办单位（赞助费用 10万） 

四、协办单位（赞助费用 5万） 

五、大会报告版块承办（承办费用 15 万） 

六、大会答谢晚宴赞助（赞助费用 8万） 

七、大会茶歇赞助（赞助费用 5万） 

八、大会礼品赞助（赞助费用 5万或 500份） 

九、大会记事本及笔赞助（赞助费用 2万或者 500份） 

 

 

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赞助服务确认表 

 

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项服务（在需要项下划√确认） 

会 

刊 

广 

告 

封 面 15000元  

通

讯

录 

封面 15000元  

封 底 12000元  封底 12000元  

封 二 9000元  封二 9000元  

封 三 8000元  封三 8000元  

首 页 9000元  代表证 15000元  

彩色内页（页） 5000元  资料袋 20000元  

注：需要广告服务的单位，注明需要页数并按会刊规定提供彩色 JPG格式的文件。 

以上表格复印有效。确认赞助单位按确认顺序,截止日期为 2015年 5月 1日，填好

后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发至大会组委会 yangping@caaa.cn，010-58677809 并按规定汇

款。 

 

mailto:yangping@caaa.cn


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业发展大会 

配套活动 

 

一、2015 年 5 月 14 日首届中国猪业高层圆桌会 

二、2015 年 5 月 15 日全球猪业论坛媒体专访日 

三、2015 年 5 月 15 日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三届四次理事会 

四、2015年 5月 16 日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

业发展大会主题报告 

五、2015年 5月 17 日第四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三届（2015）中国猪

业发展大会分会场专题报告及讨论 

 

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号时间国际大厦 1座 909 

电话：010-58677700 转 867、865、869、862、878 

传真：010-58678192    邮编：100028  

联系人：杨平(18511711978)、赵一宁、韩玉国、石守定 

E-mail: yangping@caaa.cn   pig@ caaa.cn 

网址：www.caa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