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魅力全农产业发展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年中国魅力全农产业发展论坛将于2016年06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农业遭遇成本上涨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下滑的双重挤压，资源环境硬约束的红灯也已经亮起，又遭遇食
品安全的泥潭，消费信心不足，进口增加，市场减少，面临着重大挑战！中国农业企业将何去何从？

新的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倡导三产融合，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精准扶贫工程，中国农企将通过“跨界国际化、
协调管理创新、全社会共享”打开魅力全农发展的新时代！拒绝空谈，只求实战，是大赢家（Agribusiness
Winners Alliance）论坛的一贯承诺！

跨界国际化、协调管理创新、全社会共享就是将农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
生产、农产品加工、新型服务业，发挥激活消费的经济功能、带动就业的社会功能、传承农耕文明的文化功能，以
及美化乡村环境的生态功能，让闲置的土地流动起来，让闲暇的时间充实起来，让富余的劳动力活跃起来，成为中
国社会和经济新的增长点，我们称之为“魅力全农产业”。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六部委相关单位，决定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大赢家（AWA），跨界、协调、共享：中国魅力全农
产业发展论坛，同时举行“中国农业产经30人”和“农业企业职业经理人联盟（简称大赢家联盟AWA）”成立及腾
讯、新浪专栏上线仪式，生猪养殖和有机休闲农业两大分论坛也同时举办。届时将有900余名人大农业MBA学员和
农业企业经理人、500余名大型养殖场场长、500余名有机休闲农庄庄主，预计近2000余名农业产业精英齐聚京城，
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中寻求快速突破之路，迈进魅力全农新时代！

一、特    色：一、特    色： 跨界 协调 共享

二、会议时间：二、会议时间：2016年6月17日—19日（6月17日报到）

三、会议地点：三、会议地点：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

四、联合主办：四、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康达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媒体产业联盟

五、支持单位：五、支持单位：农业部、科技部、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旅游局

六、承办单位：六、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畜牧饲料产业研究中心

七、七、新闻新闻媒体：媒体：人民网、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中国饲料行业信
息网、新牧网、中国养殖网、爱猪网、畜牧人、畜牧大集网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6月17日全天报到  日程表6月17日全天报到  日程表

活动名活动名
称称

时间时间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

S活动1
6月17日-19

日
全国优秀农企产品展示暨有机农产品农夫市集

S活动2
14:30——

16:3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MBA校友会常务理事会、班长书记联席会暨“中国魅力全农产业联盟”成

立大会（仅限受邀人员）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7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840/


S活动3
17:00——

18:30
中国农业产经30人暨黑马会工作计划研讨会（仅限受邀人员）

S活动4
18:40——

19:50
VIP欢迎晚宴

S活动5
20:18——

10:00
众筹之王杨东教授报告会暨首届中国农业创新项目众筹大会（限受邀人员）

S活动6
20:18——

10:00
中国有机休闲农业30人暨中国庄主黑马会成立会（限受邀人员）

  6月18-19日 主题报告、互动论坛与项目对接

 

6月18日下午14：00---17:00 6月18日下午14：00---17:00 

平行论坛2：生猪养殖分论坛之管理与技术平行论坛2：生猪养殖分论坛之管理与技术

主持人：王立贤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分会理事长

牧原股份董事长 秦英林  《猪场环保与管理效率 》

天兆猪业董事长 余平 《猪场设计趋势与余式猪场》

安佑集团董事长 洪平《低碳养殖技术与猪场趋势》

雄峰集团董事长 许锐 《猪场服务的价值分析》  

扬翔集团董事长 黄定寿 《猪场成本管理》  

福建农科集团董事长 戴文宵 《异位微生物发酵环保新技术》

中国猪业企业家互动论坛：研判中国猪业下一个十年

 

6月18日下午14：00---17:00 6月18日下午14：00---17:00 

平行论坛3：有机休闲农业分论坛之战略思路平行论坛3：有机休闲农业分论坛之战略思路

主持人：中国有机生态产业联盟理事长 梅霖博士

1、《世界有机农业的发展方向与模式》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休闲农业联盟主席  刘庆东

2、《有机农业与旅游休闲：态势与政策》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  蔡家成司长

3、《健康农业与有机农业的盈利模式：以和耕农场为例》  中国有机生态产业联盟理事长 梅霖博士

4、《国际CSA有机农业的经验与中国未来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CSA有机农业引领者、世界杰出青年  石嫣

 

庄主互动论坛：有机休闲农业未来趋势与盈利模式庄主互动论坛：有机休闲农业未来趋势与盈利模式

主持人：中国CSA有机农业引领者、世界杰出青年石嫣

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总裁    姚同山

中粮集团生态谷智慧农场经验 中粮研究部执行总裁 顾善松

首农集团百年栗园 首农集团畜牧总公司总裁  曾浩

北京正谷集团董事长 张向东

上海多利集团董事长 张同贵

北京沱沱工社董事长 沈敏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47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3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7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86/


小毛驴市民份额农园创始人  黄志友

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巴山有机猪场创始人 张育贤

 

6月18日晚上18:30——21:00 魅力农业联欢晚会暨农业嘉年华颁奖会6月18日晚上18:30——21:00 魅力农业联欢晚会暨农业嘉年华颁奖会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付玉龙  星光大道总冠军 刘大成

《大赢家2：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畜牧企业案例分析》首发式

中国十大有机食品品牌展示

中国十大畜牧养殖品牌展示

中国十大生态饲料品牌展示

中国十大魅力农庄品牌展示

中国农业产经30年十大突出贡献人物

中国农业产经十大职业经理人

 

6月19日上午9:00——12:006月19日上午9:00——12:00

平行论坛1：农业产经分论坛之解决方案平行论坛1：农业产经分论坛之解决方案

主持人： 待定

1、《互联网+：农业企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农信互联总裁 薛素文

2、《兼并与重组：中粮集团的国际化解决方案》  中粮集团战略研究部执行总裁 顾善松

3、《产业精准扶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博导、国家精准扶贫课题组组

长 汪三贵

 

著名农业企业家互动论坛：最新农业企业经营策略分享著名农业企业家互动论坛：最新农业企业经营策略分享

主持人：待定

江西正邦集团董事长  林印孙

湖南唐人神集团董事长 陶一山

河北华裕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王连增

广东粤海集团董事长 郑石轩

广东旺大集团董事长 钟世强

辽宁博阳双良饲料公司董事长 王国良

山东益客集团董事长  田立余

山东大信集团董事长  刘建兵

 

6月19日上午8:30——12:00 6月19日上午8:30——12:00 

平行论坛2：生猪养殖分论坛之资本与战略平行论坛2：生猪养殖分论坛之资本与战略

主持人：待定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品牌猪肉发展趋势》           双汇集团总裁 游牧

《养猪全球化与商业实践》   正大集团中国区资深副董事长 姚民仆

《猪场发展战略规划》           雏鹰农牧董事长 候建芳

《生猪产业产融结合实践及思考》 金新农董事长 陈俊海

《生猪投资价值与策略》         中粮肉食投资总裁 沈云祥

《猪场合作国际化经验》         云南神农集团董事长 何祖训

 

猪场场长互动论坛：资本怎么结合猪业才能发挥最大价值？猪场场长互动论坛：资本怎么结合猪业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6月19日上午8:30——12:00 6月19日上午8:30——12:00 

平行论坛3：有机休闲农业分论坛之农场技术平行论坛3：有机休闲农业分论坛之农场技术

主持人：华夏沃土有机农业研究院院长 赵晨  

1、《日本有机农庄与养猪场的环境污染处理最新技术与利用》  日本著名环保专家   矢部 教授   黄波博士翻译

2、《农庄、养猪场碳交易规则与生态盈利技巧》    台湾著名生态养殖专家、安佑集团董事长 洪平博士

3、《休闲农机农场的规划与建设技术》  著名农场规划专家、广东惠州四季分享有机农场创始人 张和平

4、《有机农业供应链战略与有机农业专业技术》  著名有机农业技术专家   刘小平

5、《有机农场与养猪场管理技术》  中国首个农场管理软件发明人、好农场创始人 程存旺博士

 

庄主互动论坛：种养结合的技术与农场管理庄主互动论坛：种养结合的技术与农场管理

主持人：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人    黄志友

杭州智坤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   吴向明

山东生态谷农业公司董事长   张润刚

广东惠州四季分享有机农场创始人 张和平

绿手指市民农园创始人    邹子龙

好农场农场管理软件创始人 程存旺博士

珠海十亿人社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宪宾

 

6月19日中午12：20---13:40 商务参赞演讲午餐会（限受邀人员）6月19日中午12：20---13:40 商务参赞演讲午餐会（限受邀人员）

美国农业参赞    《美国农业前景与大宗原料走势》

日本农业参赞    《日本精致农业经验》

澳大利亚农业参赞    《澳中农业互补优势》

以色列农业参赞    《资源贫乏型农业经验》

 

6月19日中午13：40---13:50 午餐交流会6月19日中午13：40---13:50 午餐交流会

6月19日下午14:00——16:30    6月19日下午14:00——16:30    营销营销与模式博导论坛与闭幕式与模式博导论坛与闭幕式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28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76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73/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组委会秘书长张利庠

1、《世界农业产业发展趋势与中国农业企业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著名三农专家、博导   温铁军教授

2、《低成本战略：中国农业企业的供应链成本控制策略》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大北农集团独立董事 陈磊

 

闭幕式：闭幕式：

1、中国饲料产业、养殖产业、有机农业未来10年发展报告

2、第13届AWA（中国农业产业大赢家联盟论坛）论坛公告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时间时间 票价票价
注：注：

1、会议费含听课费、资料费、场地费和餐费 

2、人民大学MBA学员八折优惠

2016/6/10日前注册缴费 2600元/人

报到当天注册缴费 30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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