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业 4.0 生猪复产复养精准模式
云论坛

中国养猪业历经了散养 - 规模化养殖 - 自动

化高效养殖模式三个阶段，新时代正在进入到智

能化精准养殖模式，称之为猪业 4.0 时代，猪业 4.0

时代无论是养猪观念还是猪场建设理念都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革，也给我国生猪生产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和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生猪产能恢复的关键时期，

加之 2020 年饲料“禁抗令”的实施，给整个养

猪模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生猪养殖来讲，不

仅仅是饲料无抗的问题，与之相配套的营养、疫

病、猪种、环境、设备、物流都要随之调整和提升。

在面对疫情、禁抗严峻考验的大背景下，中

国畜牧业协会主办，中畜传媒、《畜牧产业》杂

志社承办的“猪业 4.0 生猪复产复养精准模式

云论坛”将于 2020 年 7 月 30—31 日在中畜兴牧

直播间重磅播出，云论坛将邀请行业知名专家立

足当下，交流经验，预见趋势，围绕政策解读、

智能猪场、精准营养、物流环保、饲养管理、疫

病防治、资源整合等环节进行深入探讨，合力探

讨猪业 4.0 时代生猪复产复养精准模式，提升猪

业养殖技术和生物安全水平，打好打赢非瘟防控

持久战，共同构建高效智能、生物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

发展新格局。

一、论坛主题：

猪业 4.0 时代——预见未来

二、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畜传媒  /《畜牧产业》杂志社

直播平台：中畜兴牧直播间

合作单位：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

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中科博联

科技集团 / 江苏健安农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丹麦基因 / 加拿大加裕公司 / 南宁市泽威尔饲料

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广东容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青岛科创信达科

技有限公司 / 正大康地（蛇口）有限公司 / 河南

正本清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专家阵容（拟邀请）：

中国畜牧业协会领导

中山大学  陈瑶生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李保明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吴德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冯定远  教授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熊本海  

研究员

2020 年 7 月 30—31 日 中畜兴牧直播间

南京农业大学  颜培实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陈一飞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别佑财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梁运祥  教授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黄瑞森  研究员

 ……

四、论坛时间：

2020 年 7 月 30—31 日

五、会议内容：

主题报告：解读政策，把握趋势

1. 国家生猪产业稳产保供、转型升级相关

政策解读

2. 后非瘟时代，生猪复产的挑战与创新

模式

3. 生猪产业新形势与猪业趋势前瞻

4. 生猪复产复养关键技术与方案

方向一：复产复养智能装备

1. 生猪养殖智能设备落地技术

2. 猪场生物安全体系规划与建设

3. 智能化猪场建设与升级改造

4. 智能化饲喂系统与精准营养方案

5. 智能化环控系统与生态养殖解决方案

方向二：复产复养物流环保

1. 现代畜牧物流业的发展空间及潜力

2. 养猪业全产业链物流平台建设

3. 物流智能装备与生物安全管控（洗消中

心建设）

4. 养猪场环保难题的破解之道

5. 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方向三：复产复养精准营养

1. 饲料企业如何助力猪场防控非瘟

2. 无抗精准营养方案与抗病营养

3. 高端生物技术产品应用案例

4. 定制化饲料品质控制

方向四：复产复养种猪繁育

1. 种猪病控制与病原净化

2. 种猪选育与遗传改良

3. 种猪场生物安全防控与精细化管理

4. 种猪补给策略

5. 我国地方猪种优势潜力挖掘

六、亮点：

全方位——权威解读公开课

多维度——探讨生猪复产的万全之策

零距离——搭建“大企业 + 小猪场”的对

接平台

线上展——生猪智能精准养殖模式云展示

七、参与方式：

提前注册报名，免费参加。

中畜兴牧直播间：

八、联系方式：

负责人：

霍艳军 (13998118252)

刘    杨 (13439135942)

招商联系人：

关    健 (13591599428) 

包晓玲 (1511795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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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2020）中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
（通 知）

一、会议主题：

全方位替抗  决胜养殖端

二、主办单位：中国畜牧业协会 

三、承办单位：中畜传媒  《畜牧产业》杂志社

四、战略合作单位：北京和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联办单位：

南宁市泽威尔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纽崔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奥特奇生物制品（中国）有限公司

……

六、赞助单位：

上海美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哈姆雷特（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容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七、会议内容：

生物科技创新与畜牧业发展

主旨报告：《无抗时代来临，畜牧行业如

何应对？》

主旨报告：《畜牧生物技术创新与产业化

发展趋势》

（2020年 8月 31日 -9月 1日，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科技政策解读与企

业创新》

主题报告：《生物发酵技术创新与提升》

生物饲料与替抗营养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与无抗饲料开发现

状及趋势》

主题报告：《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发、质

量评估及精准使用》

技术报告：《菌酶协同替抗的创新应用》

《解决饲料资源短缺的生物利用配套技术》

《霉菌毒素生物降解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生物保健与动物健康

主题报告：《新型动物用生物保健制品的

技术创新》

主题报告：《非瘟常态化，猪场的生物安

全防控策略》

技术报告：《中兽药在养殖中的科学应用

与使用原则》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评估及关键因素》

《生物技术与动物保健解决方案》

生物环保与绿色发展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在畜牧环保领域应

用及前景分析》

主题报告：《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及资源化再利用》

技术报告：《生物技术在种养循环畜牧业

中的应用》

《生产绿色优质畜产品的配套技术解析》

《环保型日粮配制技术》

八、大会亮点：

权威分享：汇聚知名学者、实战精英，思想碰撞，

干货满满

点面结合：主论坛 + 分论坛，更全面、更聚焦

合作对接：探索产业链各环节深度合作新模式

博采互鉴：重磅畜牧生物科技成果集中展示

九、时间地点：

2020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湖南长沙碧

桂园凤凰酒店。

十、参会人员：

从事畜牧、养殖、饲料、动保、饲料添加剂、

兽药等行业及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品控人员、

管理人员、采购人员；畜牧行业职能部门相关

人员、企业决策高管人员；相关大专院校师生

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十一、会议费用：

2020 年 7 月 30 日前报名并付款享受优惠价格

1200 元 / 人；7 月 30 日 以 后 报 名 及 现 场 缴 费

1500 元 / 人。在校硕士、博士凭有效学生证参

会费用减半。会务费包括研讨费、就餐费、资

料费等，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户    名：北京中畜兴牧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110939592110101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

十二、联系方式：

总负责人：

刘杨（13439135942）霍艳军（13998118252）

招商联系人：

关健（13591599428） 包晓玲（15117953205）  

直播间商务合作：严威（13842087460）

报名联系人：张燕燕（18732378498）

电话：010-62113569

邮箱：zhongxuxingmu@caaa.cn

微信公众号：中畜兴牧

2020 年，饲料禁抗已成定局，养殖端也正加速推进抗菌药减量化的进程。在动物疫病错综复杂，

尤其是非洲猪瘟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平稳地过渡到“无抗时代”，已成为畜牧全行业关注的焦点

与挑战。

当前，生物技术研发前沿频现突破，颠覆性成果不断涌现，逐渐成为破解动物健康难题的重要

手段之一。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畜牧生物产业正加速形成，并推动畜牧业“绿色革命”蓬勃兴起。

紧紧抓住生物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牢牢把握畜牧生物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是打赢畜牧业新“抗

战”的关键一招。

值此中国畜牧业协会生物产业分会成立之际，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中畜传媒、《畜牧产业》

杂志社承办“第四届（2020）中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在长沙

举办。经过 5 年发展，中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已成为全行业了解畜牧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搭建了产学研沟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将继续围绕“全方位替抗 决胜养殖端”的主题，

探讨畜牧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态势，发布并展示重磅科技成果，旨在加快畜牧生物技术的生产力转化，

推动畜牧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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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容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七、会议内容：

生物科技创新与畜牧业发展

主旨报告：《无抗时代来临，畜牧行业如

何应对？》

主旨报告：《畜牧生物技术创新与产业化

发展趋势》

（2020年 8月 31日 -9月 1日，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科技政策解读与企

业创新》

主题报告：《生物发酵技术创新与提升》

生物饲料与替抗营养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与无抗饲料开发现

状及趋势》

主题报告：《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发、质

量评估及精准使用》

技术报告：《菌酶协同替抗的创新应用》

《解决饲料资源短缺的生物利用配套技术》

《霉菌毒素生物降解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生物保健与动物健康

主题报告：《新型动物用生物保健制品的

技术创新》

主题报告：《非瘟常态化，猪场的生物安

全防控策略》

技术报告：《中兽药在养殖中的科学应用

与使用原则》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评估及关键因素》

《生物技术与动物保健解决方案》

生物环保与绿色发展

主题报告：《生物技术在畜牧环保领域应

用及前景分析》

主题报告：《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及资源化再利用》

技术报告：《生物技术在种养循环畜牧业

中的应用》

《生产绿色优质畜产品的配套技术解析》

《环保型日粮配制技术》

八、大会亮点：

权威分享：汇聚知名学者、实战精英，思想碰撞，

干货满满

点面结合：主论坛 + 分论坛，更全面、更聚焦

合作对接：探索产业链各环节深度合作新模式

博采互鉴：重磅畜牧生物科技成果集中展示

九、时间地点：

2020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湖南长沙碧

桂园凤凰酒店。

十、参会人员：

从事畜牧、养殖、饲料、动保、饲料添加剂、

兽药等行业及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品控人员、

管理人员、采购人员；畜牧行业职能部门相关

人员、企业决策高管人员；相关大专院校师生

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十一、会议费用：

2020 年 7 月 30 日前报名并付款享受优惠价格

1200 元 / 人；7 月 30 日 以 后 报 名 及 现 场 缴 费

1500 元 / 人。在校硕士、博士凭有效学生证参

会费用减半。会务费包括研讨费、就餐费、资

料费等，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户    名：北京中畜兴牧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110939592110101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门支行

十二、联系方式：

总负责人：

刘杨（13439135942）霍艳军（13998118252）

招商联系人：

关健（13591599428） 包晓玲（15117953205）  

直播间商务合作：严威（13842087460）

报名联系人：张燕燕（18732378498）

电话：010-62113569

邮箱：zhongxuxingmu@caaa.cn

微信公众号：中畜兴牧

2020 年，饲料禁抗已成定局，养殖端也正加速推进抗菌药减量化的进程。在动物疫病错综复杂，

尤其是非洲猪瘟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平稳地过渡到“无抗时代”，已成为畜牧全行业关注的焦点

与挑战。

当前，生物技术研发前沿频现突破，颠覆性成果不断涌现，逐渐成为破解动物健康难题的重要

手段之一。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畜牧生物产业正加速形成，并推动畜牧业“绿色革命”蓬勃兴起。

紧紧抓住生物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牢牢把握畜牧生物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是打赢畜牧业新“抗

战”的关键一招。

值此中国畜牧业协会生物产业分会成立之际，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中畜传媒、《畜牧产业》

杂志社承办“第四届（2020）中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在长沙

举办。经过 5 年发展，中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已成为全行业了解畜牧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

搭建了产学研沟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将继续围绕“全方位替抗 决胜养殖端”的主题，

探讨畜牧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态势，发布并展示重磅科技成果，旨在加快畜牧生物技术的生产力转化，

推动畜牧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