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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中国畜产品加工科技大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专业委员会及相关单位： 

2017 年中国畜产品加工科技大会(第一轮通知名为 2017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年会暨畜

产品加工国际研讨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在南京举行，同期举办第十五届中国肉类科

技大会、第十四届中国蛋品科技大会、第七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畜产品生化工程与综合利

用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畜产品加工领域专家、企业家共同交流畜产品加工的新科

技、新观点及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这将是畜产品加工科技精英的峰会。会议同期举办

相关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食品包装与机械、畜产品加工检测设备、食品添加剂等方面

展览，为广大科研院所、企业单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企业风采。

现诚挚邀请您参会参展，共谋产业发展，共享科技成果。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及组委会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承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二）大会委员会 

1、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 

周光宏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会长，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大会执行主席： 

徐幸莲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会长，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 

主任委员：  

刘景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生化工程与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吉林

农业大学副校长 



罗  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肉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山东农业大学国

际交流学院院长 

马美湖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蛋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华中农业大学食

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张兰威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与工程

学院教授 

黄  焱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总畜牧兽医师 

副主任委员：  

周永昌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名誉副会长 

葛长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李洪军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赵改名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杨贞耐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祝义亮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江苏雨润肉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洑福强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青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杭州艾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涛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  波  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  副董事长 

委员：  

陈从贵教授，陈红兵教授，陈黎洪教授，陈力俊总经理，陈卫教授，迟玉杰教授，杜金

平教授，顾瑞霞教授，胡耀辉教授，霍贵成教授，蒋爱民教授，孔保华教授，李春保教授，

李兴民教授，刘安军教授，刘华侨总经理，刘静波教授，罗永康教授，吕加平教授，孟祥晨

教授，彭增起教授，乔晓玲教授，孙群教授，唐书泽教授，仝其根教授，徐宝才教授，徐明

生教授，杨严俊教授，于连富总经理，余劼总经理，余群力教授，张德权教授，张和平教授，

张列兵教授，张升明总经理，张雪明总经理，章建浩教授。 

秘书处： 

吴光红研究员，张万刚教授，刘学军教授，杜明教授，黄茜副教授，张一敏副教授。 

2、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光宏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副主任委员：徐幸莲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院长 

委员： 

葛长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刘景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生化工程与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吉林

农业大学副校长 



李洪军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赵改名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 

罗  欣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肉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山东农业大学国

际交流学院院长 

马美湖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蛋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华中农业大学食

品科技学院副院长 

杨贞耐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张兰威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与工程

学院教授 

二、参会人员 

相关行业部门领导、国内外畜产品加工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畜产品加工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在校学生、企业家、特邀代表等。 

三、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报到，11 月 1-2 日会议   

地点：南京钟山宾馆（南京市中山东路 307 号），电话 025-84818888 

四、会议费用及参会办法 

1、会费标准 

注册费类型 7 月 15 日之前 7 月 15 以后 

参会代表 1400 1600 

学生（限全脱产研究生、

本科生，持学生证） 
800 1000 

注：会务费主要包括会议注册费用、资料费等,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住宿地点及标准 

钟山宾馆：标间、单间 440 元/天，住宿房间有限，请尽早回执预定。 

3、参会办法 

参会者请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填写参会回执表（见附件 1）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xcnh2017@163.com，便于会务组安排大会发言、食宿、交通等事宜。 

五、会议展览及赞助 

本次会议同期举办展会，展览范围覆盖畜产品加工产业链各环节的新产品、新技术、新

成果，将是企业面向社会宣传形象、展示实力、扩大知名度、发布信息和进行商务推介的良

好平台，诚邀各相关企业参展。10 月 31 日全天布展，11 月 1-2 日展出，11 月 2 日下午 17：

00 撤展。 



大会真诚邀请有志于推动我国畜产品加工行业发展的单位及个人对本次活动进行赞助，

组委会将为企业提供相应宣传服务。同时，组委会热忱欢迎各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大会的协

办及支持。赞助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10 日，有意向的单位可联系组委会商定。 

六、会议论文 

1、论文征稿范围及格式要求：详情见附件 2。  

2、会议论文集 

大会拟汇编论文集互相交流，不公开发表。论文通过 email 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xcnh2017@163.com，征集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 

3、评选优秀论文 

大会评选优秀论文，颁发会议优秀论文证书和奖金。 

七、奖项评选 

1、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科技贡献奖评选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科技贡献奖”是由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发起并设立，面向全国

畜产品加工行业的科学技术奖项。今年将开展其中两项专项奖“科技进步奖”和“产业贡献奖”

的申报与评审工作，并于本次大会期间予以表彰。具体申报通知及申请书见附件 3、4、5，

申报截止期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以寄出邮戳时间为准）。 

2、 “正大杯”全国高校学生畜禽产品加工创意大赛评奖 

    由我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承办的 2017 年“正大杯”全国高校学生畜禽产品

加工创意大赛终审决赛将于 2017 年 10 月 14-15 日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届时将评选出单项

奖、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老师奖等奖项。终审决赛通知见附件 6，比赛结果公布及颁奖事

宜将在本次大会上进行。  

八、汇款 

开户银行：江苏南京工行孝陵卫支行 

汇款账号：南京农业大学 4301010609001097041 

汇款请附言：汇款者姓名 人数 注明(畜产科技大会) 

如已汇款，请汇款者及时邮件通知，便于查收开具发票。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霞 13913931778   陶正清 15850593885 

电话（传真）：025-84395005    

电子邮箱：xcnh2017@163.com；caappr@njau.edu.cn    

会议信息更新平台：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网站 http://www.caapp.com 

 

http://www.caapp.com/


十、交通指引 

1. 路线一：南京禄口机场-钟山宾馆（会场）  

出租车：距离 40.1 公里，车程约 60 分钟，费用约 120 元。 

地  铁：距离 17 站，车程约 1 小时 35 分钟，费用约 7 元。 

地铁 s1 号线（禄口机场-南京南站，7 站）→地铁 1 号线（南京南站-新街口站，8 站）→

地铁 2 号线（新街口站-西安门站，2 站）→西安门站 4 号口出，步行 688 米到达钟山宾馆。 

2. 路线二：南京南站-钟山宾馆（会场） 

出租车：距离 9.4 公里，车程约 20 分钟，费用约 26 元。 

地铁：距离 9 站，车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3 元。 

地铁 3 号线（南京南站-大行宫站，8 站）→地铁 2 号线（大行宫站-西安门站，1 站）→

西安门站 4 号口出，步行 688 米到达钟山宾馆。 

3. 路线三：南京站-钟山宾馆（会场） 

出租车：距离 7.4 公里，车程约 15 分钟，费用约 20 元。 

地铁：距离 5 站，车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2 元。 

地铁 3 号线（南京站-大行宫站，4 站）→地铁 2 号线（大行宫站-西安门站，1 站）→西

安门站 4 号口出，步行 688 米到达钟山宾馆。 

 

 

附件： 

     1. 参会回执表 

     2. 会议论文征稿范围及格式要求 

     3. 关于申报 2017 年度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科技贡献奖”的通知 

     4. 科技进步奖申报书及填写要求 

     5. 产业贡献奖申报书及填写要求  

     6. “正大杯”全国高校学生畜禽产品加工创意大赛总决赛通知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2017 年 7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