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专项“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饲料饲养新技术研发”成果交流会
暨中国绿色畜牧科技大会
（第三轮通知）
国家重点专项背景：
我国养殖业已进入结构调整、质量升级、绿色发展的新阶段，农业农村部 194 号公告规
定，促生长抗生素添加剂要退出饲料目录。
如何破解抗生素过度使用、畜禽抗病力弱、饲养效率低下三大瓶颈？
为此，国家设立该重点专项，中国农业大学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日俊教授作为
专项首席科学家牵头，汇聚全国 20 家著名科研院所的优秀专家教授、6 家创新型企业
技术总监/高管，以及 5 个国家级、28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的精良研究设施，
共同攻关。
总体目标：为实现全程无抗饲养，构建畜禽绿色安全（无抗）饲料饲养新技术体系，达
到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高效、环保。
大会主题：
强化免疫、抗病防病、高效养殖，引领绿色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形式：
政-企-学-研-用融合，百家争鸣，开放共享
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与组建
特邀报告、畜禽绿色安全无抗养殖技术系列报告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三新）研究成果发布、展示及成果汇编呈现
无抗-绿色-有机饲料饲养新技术论坛（互动）
猪禽牛羊无抗养殖关键技术研讨会（面对面答疑解惑、对接）
大会亮点：
饲料禁抗、养殖无抗背景下，企业面临诸多挑战，系统方案如何落地？技术从哪里来？
与哪位专家对接？……
专项内外 150 多名专家教授，提供系统解决无抗方案，企业界 200 名精英参会，提供
与百名专家对接、沟通的良机。
动物微生态制剂、生物饲料、免疫调节剂、抗病防病制剂、中草药等在无抗背景下如何
大显身手？

专家、企业家共论畜牧产业的发展路径（论坛）：无抗→绿色→有机养殖业，究竟如何
发展？
专家、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同研讨猪、禽、反刍动物无抗养殖关键技术（3 个研讨会）
重点专项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三新）发布和展示，为解决养殖无抗提供有
效工具。
建立“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专业委员会”共享交流平台，搭建学者、研者、饲料界、
养殖界共同的“家”，开展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相关理论、技术、产业、应用等研讨，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大会宗旨：
为养者谋利，为食者谋福，为经营者谋发展，为从业者谋出路。
大会内容：
1. 绿色安全养殖政策解读（畜牧兽医局畜牧业发展政策等， 饲料添加剂申报政策）
2. 绿色安全无抗养殖技术体系建立系列报告
3. 重点专项绿色安全养殖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成果发布会
4. 无抗-绿色-有机饲料饲养新技术论坛
5. 猪、禽、反刍动物无抗养殖关键技术研讨会
6. “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
7. 重点专项中期总结会议（专项全体总结会议+6 个课题组会议）
8.“适逢禁抗、探案寻访”宜昌站—“绿养先踪”第四季专题活动
大会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15-18 日
地点：湖北 宜昌馨岛国际酒店（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51 号）
时间

内容

15 日下午

会议报道、布展及重点专项中期总结会

14:00-18:00

重点专项中期总结会（内部会议），咨询专家和专项全体研发专家
参加。

18:00-20:00

自助晚餐

19:00-21:30

6 个课题组举行课题组中期总结会议（内部会议，6 个分会场）

16 日上午

主持人

张日俊 教授

各课题主持人

开幕式，致欢迎辞、贺辞
张日俊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重点专项首席
8:00-8:30

科学家 动物微生态分会副理事长
熊涛董事长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张日俊 教授

呙于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孙康泰处长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重点专项专员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微生态分会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专业委
员会成立启动仪式
出席领导与专家：.
动物微生物分会副理事长 倪学勤教授
全国畜牧总站饲料评审处 胡广东处长
呙于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张日俊教授 动物微生态分会副理事长、动物微生态与生
物饲料专委会主任
8:30-8:40

曹永长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微生态分会副
理事长

斯大勇
专委会秘书长

以下为各省、自治区专委会主任（不分先后）：

8:45-9:30

张文举 教授

新疆

李

黑龙江 敖日格乐 教授 内蒙古

锋 教授

尹清强 教授

河南

李月红 教授

吉林

张玉国 教授

海南

杭苏琴 教授

江苏

单

山东

毕丁仁 教授

湖北

朱年华 教授

江西，

谢青梅 教授

广东

李卫芬 教授

浙江

虎 教授

胡广东 处长 全国畜牧总站饲料评审处
题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品种申报程序和要求
谯仕彦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国家饲料工程技

9:30-9:55

术中心主任

呙于明 教授

题目：NCG 等功能性氨基酸与低蛋白日粮技术
9:55-10:20
10:20-10:30

杜昱光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题目：营养糖组学与无抗健康养殖
茶憩
倪学勤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

10:30-10:55

微生态分会理事长
题目：新‘肠态’下国内外动物微生态的研究与发展趋势

10:55-11:20

曹永长 教授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微生态分会副理事长
题目：微生态制剂：囊膜病毒的克星

曹永长 教授

11:20-11:45
12:10-14:00

刘大程 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副院长
题目：发酵饲料品质影响因素及其在反刍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自助午餐

16 日下午
13:30-14:15

张日俊 教授 重点专项首席，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畜禽绿色安全无抗饲料饲养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专项
主体报告）

14:15-14:40
14:40-15:00

齐广海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王文杰 研究员

题目：家禽肠道健康研究动向
马曦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畜禽抗氧化与免疫调节功能性成分研究及其无抗养殖应用

15:00-15:15

李

啸 教授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总工程师

题目：益生菌发酵培养基优化与氮源定制化开发
王纯洁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15:15-15:35

题目：姜黄提取物与枯草芽孢杆菌合剂及对奶牛乳房炎的防控研 张文举 教授
究

15:35-15:50
15:50-16:00

李思川 湖南昴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题目：817 肉鸡全程无抗养殖研发思路及实践
茶憩
重点专项绿色安全养殖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成
果发布专场一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40

斯大勇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畜禽抗氧化强免疫新技术
赵丽红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新型黄曲霉毒素降解酶—CotA 漆酶
马 曦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益生酵母复合 IGF-1 生产的应用

毕丁仁 教授

唐丽杰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题目：可饲喂的抗菌肽—乳酸杆菌乳铁蛋白肽复合剂
吕慧媛研发总监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题目：山花黄芩提取物散
鲍男 博士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饲料蛋白质靶向改性工艺方法
无抗-绿色-有机养殖新技术论坛一
重点：三种养殖技术的关键点、关联等

单 虎 教授

猪无抗养殖关键技术研讨会

邓近平 教授

（猪无抗养殖的难点、瓶颈、成本、效益等）

王秀军 总经理

17:450-

家禽无抗养殖关键技术研讨会

谢青梅 教授

19:00

（家禽无抗养殖的难点、瓶颈、成本、效益等）

17:40-19:00

17:40-19:00
19:30-21:00

反刍动物无抗养殖关键技术研讨会

敖日格乐 教授

（反刍动物无抗养殖的难点、瓶颈、成本、效益等）
晚宴 安琪之夜

17 日上午
宋维平 副总裁/研究员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8:20

题目：畜禽抗生素替代品评估标准(技术)与绿色安全无抗养殖饲
料饲养技术体系建立

8:20-8:40
8:40-9:00
9:00-9:20
9:20-9:35
9:35-9:50
9:50-10:10
10:10-10:20

余冰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
题目：生猪无抗饲养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谯仕彦 教授

王春维 教授 武汉轻工大学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题目：熟化软颗粒教槽料的开发与应用
唐丽杰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题目：乳酸杆菌生产抗菌肽的研究及畜禽无抗饲养技术开发
李昌武总经理 饲料 BU 禽料服务中心总经理
题目：从养殖维度谈蛋鸡场食品安全控制思路
胡骏鹏 博士 安琪酵母动物营养事业部技术总监
题目：禁抗，酵母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徐永平 教授

尹清强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题目：新型多价卵黄抗体替代抗生素的研究和应用
茶憩
重点专项绿色安全养殖三新（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成
果发布专场二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沈红霞 研发总监，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题目：大北农无抗教槽料贝贝乳
何秀萍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题目：酵母态有机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
方热军 教授，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激康泰-肉牛抗应激预混合料
邓雪娟 副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题目：菌酶协同发酵饲料集成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杭苏琴 教授

11:00-11:10
11:10-11:20
11:20-12:00

王春维 教授， 武汉轻工大学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题目：熟化软颗粒教槽料
徐永平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题目：特异性卵黄抗体膏剂
无抗-绿色-有机养殖新技术论坛二
重点：无抗-绿色-有机养殖与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等

12:00-13:30

自助午餐

17 日下午

参观安琪集团

18 日

离会

出席专家：
呙于明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教授 重点专项咨询专家
谯仕彦 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重点专项咨询专家
杜昱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重点专项咨询专家
倪学勤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教授 动物微生态学分会理事长
曹永长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刘大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张日俊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齐广海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研究员
宋维平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副总裁
马 曦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余 冰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所长 教授
范文海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设计师
徐健雄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教授
黄飞若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郑春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邓近平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教授
秦贵信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姚焰础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研究员
王春维 武汉轻工大学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教授
徐永平 大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杨绍坤 总经理

李军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研究员
何秀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唐丽杰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教授
方热军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王纯洁 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教授
沈红霞 中关村量子生物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常务副秘书长
李桂冠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孙铁虎 中粮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王占彬 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教授
李 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总工程师
胡駿鹏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动物营养事业部 技术总监
敖日格乐 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教授
重点专项研究成果汇编：
遴选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汇聚成重点专项“三新”研究成果精华荟萃，包括重点专项组
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专利、论文、展板内容等，并在会议期间发放。“三新”成果展
板在会场展出。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饲料饲养新技术研发”国家重点专项组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 饲料研究所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饲用微生物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
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研究所
丰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单位：动物微生态与生物饲料专业委员会（筹）
中国农业大学饲料生物技术实验室
北京澳龙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关村量子生物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指导单位：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格林弘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本富碳农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中农优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益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贵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海林生猪发展有限公司
沈阳康博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深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科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广西富凤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昴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民星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青岛绿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粒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媒体支持：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博亚和讯网（中国畜牧兽医杂志）、中国饲料行业信息
网、
《饲料工业》、CCTV 发现之路-美丽中华行、畜牧大集网、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畜牧人
网、锄禾网、三峡日报、三峡晚报
会务费：
参会人员缴纳会务费（含餐费、会场费、资料费、听课费）：1800 元/人，10 月 20 日（含）
前缴费为 1400 元/人，11 月 10 日（含）前缴费为 1600 元/人；学生 (凭学生证)1000 元/人。
住宿统一安排，馨岛酒店单间/标间价格 330 元/晚（联系人：范经理 13807202767），
请提前注册以便组委会预留房间，住宿费用自理。参会人员交通费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