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中畜加〔2018〕11 号 

 

第十六届中国肉类科技大会会议通知 

（第二轮） 

为推动我国肉类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提高我国肉类安全控制

与加工技术水平，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决定于 2018 年 10 月

11-13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第十六届中国肉类科技大会”。本

次大会本着“共谋肉类科技发展，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宗旨，拟

邀请国内外知名肉品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探讨我国肉品行

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荟萃肉类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新技术、新装备，为肉类生产企业和研发人员提供新商机、新理

念，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新的决策参考信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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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肉品加工专业委员会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二）大会委员会 

1、组织委员会 

大会主席：周光宏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大会组委会主席：陈启军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校长 

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徐幸莲 教授   

孔保华 教授 

岳喜庆 教授 

2．学术委员会 

周光宏：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会长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孙宝国：北京工商大学 校长 院士 

朱蓓薇：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 院长 院士 

徐幸莲：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院长 

刘景圣：吉林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 副校长 

葛长荣：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副校长 

张东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 副校长 

岳喜庆：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院长 

罗  欣：山东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院长 

赵改名：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院长 

张德权：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副所长 

马汉军：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院 院长 

康怀彬：河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院长 

李先保：安徽科技学院食品药品学院 院长 

王  卫：成都大学四川肉类产业技术研究院 院长 



李洪军：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院长 

李春保：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副院长 

臧大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副院长 

张万刚：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系主任 

李官浩：延边大学农学院 副院长 

陈从贵：安徽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 

乔晓玲：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 

高胜普：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部屠宰技术中心) 

副处长 

刘登勇：渤海大学肉品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所长 

马俪珍：天津农学院食品科学系 主任 

罗红霞：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系 教授 

刘  源：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教授 

孔保华：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孙京新：青岛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徐明生：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陈  韬：云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教授 

贺银凤：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孙  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罗瑞明：宁夏大学农学院 教授 

余群力；甘肃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卢士玲：新疆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 

 



二、 参会人员 

相关行业部门领导、国内外肉品领域的专家学者及肉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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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12-13 日，11 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沈阳龙之梦大酒店，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

32-1 号。 

四、 会议形式与内容 

1、开幕式 

2、主题报告 

3、大会报告 

4、青年论坛 

5、研究生论坛 

6、专家企业家热点问题讨论 

7、POSTER 展示 

要求：（1）内容与会议相关。（2）版面大小约长（高）120cm、

宽 80cm。（3）格式应包含题目、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前言

/目的、材料/方法、结果/讨论、结论。 

8、企业展览：会议中心设立展示区，面向肉品相关行业招

展，具体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展示内容主要包括与肉品科技有

关的新产品、新设备、肉品安全及无损检测等相关仪器与设施等。 

五、会议论文 

1、征稿范围 



（1）肉品科学基础；（2）肉品药物残留分析技术；（3）

肉类生产可追溯体系及保障技术；（4）肉品清洁生产、保鲜及

贮运技术；（5）肉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6）传统肉制品

加工、现代化装备与质量控制技术；（7）肉品加工副产物综合

利用；（8）肉品加工机械、包装新技术；（9）肉品分级、品质

检验、风味分析；（10）肉品添加剂开发与应用；（11）肉品营

养与人类健康；（12）肉品工业发展政策与新举措；（13）基因

与肉类品质；（14）饲养与肉类品质。 

2、征集形式及要求 

（1）论文集。大会拟汇编论文集相互交流，不公开发表。

论文要求以电子版形式提交，Word 文档，格式详见附件 1。论

文 请 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 前 发 送 至 会 务 组 邮 箱 

meatacs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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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意参加优

秀论文评选的作者提供论文全文，格式见附件 1。 

六、会议费用及参会办法 

1、会务费收费标准 

参会人员类型 普通代表 学生代表 

2018 年 9 月 15 日之前 

（银行转账） 
1400 元 800 元 

2018 年 9 月 15 日之后 

（现场缴费） 
1600 元 1000 元 

mailto:meatacsy@sina.com


会务费含会议场地及设备租赁、资料等费用。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在校学生需出示学生证。 

2、银行汇款账号 

账户名称：沈阳农业大学  

账号：21001484001059888888  

开户银行：建行沈阳农大支行  

行号：105221008083 

注：汇款时请标注“肉类科技大会会务费、参会人员姓名”。 

3、住宿地点及标准 

沈阳龙之梦大酒店，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 32-1 号。

酒店房间设有 3 个级别：五星单间 510 元/晚、五星标间 480 元/

晚、四星标间 380 元/晚、三星标间 178 元/晚， 旅游旺季房间紧

张，请尽早回执预定。 

4、参会办法 

会议主办和承办单位诚挚地邀请国内外从事肉类科技及装

备研究与应用的人员及企业积极参与。参会者请于 9 月 15 日前

填写回执表（附件 2）并 E-mail 至 meatacsy@sina.com，便于会

务组安排大会发言、食宿等事宜。 

5、交通指引 

路线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沈阳龙之梦大酒店（会场） 

（1） 机场巴士 3 号线（龙之梦线）至龙之梦亚太城站，3 站，

车程约 1 小时 30 分钟，费用 16 元。 

（2） 出租车：距离约 30 公里，车程 50 分钟，费用约 70 元。 



路线二：沈阳北站—沈阳龙之梦大酒店（会场） 

（1） 地铁：地铁 2 号线到青年大街站转地铁 1 号线至龙之梦

购物广场站下。 

（2） 出租车：距离约 8 公里，车程约 25 分钟，费用 15 元。 

路线三：沈阳站——沈阳龙之梦大酒店（会场） 

（1） 地铁：地铁 1 号线沈阳站至滂江街站（C 口）,共 7 站，

约 18 分钟。 

（2） 出租车：距离约 11 公里，车程 30 分钟，费用 25 元。 

七、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邵俊花 18342421057 

李春强 18609838681 

皮钰珍 13998840046 

会务组 E-mail：meatacsy@sina.com 

通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 120 号沈阳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 

邮编：110866  

 

附件 1：会议论文模版 

附件 2：参会回执表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2018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