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世界水产养殖与渔业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五届世界水产养殖与渔业大会将于2016年11月在青岛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青岛）第五届中国（青岛）第五届水产养殖水产养殖和和渔业渔业大会大会，于2016年11月4-6日2016年11月4-6日在青岛青岛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和
获利的可持续性”获利的可持续性”。

本次大会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分会、中国渔业协会、中国藻业
协会共同主办，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承办。

中国（青岛）第五届水产养殖和渔业大会包括第五届世界海洋大会、第五届藻类大会三大配套会议，并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国际合作、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展示等板块，旨在汇聚全球专家学者、企业家，在寻
求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宗旨下，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搭建一个跨国合作的平台，将学术成果与产业对接落到实
处，推进先进技术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实现海洋产业各国及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进
而促进海洋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基于蓝海战略，定位高端论坛

 

会议亮点会议亮点

国内外顶尖专家们的盛会
17个涵盖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专题论坛
2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与会交流
精选企业一对一的项目对接活动
中国著名科学景点和历史遗址科技之旅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主题：技术创新和获利的可持续性主题：技术创新和获利的可持续性
时间：2016年11月4-6日时间：2016年11月4-6日

地点：中国青岛地点：中国青岛

 

开幕式及全体大会&主题论坛开幕式及全体大会&主题论坛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2615480.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2615480.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55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2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37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论坛一：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与渔业论坛一：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与渔业

专场一：水产养殖遗传生物技术与育种

专场二：孵化技术和幼虫管理

专场三：免疫和疫苗

专场四：鱼的健康和疾病

专场五：虾的健康和疾病

专场六：软体动物疾病

专场七：饲料原料、添加剂和水产养殖饲料

专场八：水产养殖营养和生理

专场九：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专场十：渔业生物学和生态学

 

论坛二：产品技术和创新论坛二：产品技术和创新

专场一：集成多重营养水产养殖

专场二：虾的生产和生物絮团系统

专场三：再循环水产养殖系统

专场四：海岸水产养殖

专场五：集成多营养水产养殖

专场六：软体动物的培育和种群

专场七：鱼的生产和养殖

专场八：水的质量和使用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5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11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4/


 

论坛三：水产养殖环境、市场、政策及管理论坛三：水产养殖环境、市场、政策及管理

专场一：水产资源和可持续管理

专场二：水产养殖产品的商业化和经济学

专场三：监管、政策,保险和投资

专场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性发展

 

论坛四：海洋论坛四：海洋食品食品

专场一：海洋食品可持续性

专场二：海洋食品商业和市场

专场三：生物活性化合物和功能性海洋食品

专场四：食品安全与收获后技术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Dr. Bela Urbanyi， Dr. Bela Urbanyi， 
匈牙利圣伊斯特万大学主任 

Dr. Prathapachandra Shetty ， Dr. Prathapachandra Shetty ， 
阿联酋Emirates Star Fisheries执行董事 

Dr.Aharon Gedanken， Dr.Aharon Gedanken，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授 

Dr. Valérie Robitaill， Dr. Valérie Robitaill， 
加拿大XpertSea Solutions首席执行官 

Dr. Jian Li， Dr. Jian Li， 
新西兰Supreme Biotechnologies 首席技术官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项目参会项目 包括内容包括内容 11月2日前11月2日前 现场注册现场注册

· 会议资料袋

· 可投递会议论文A4-1页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7/


学术餐饮票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2800元 3000元

· 会议期间茶歇

· 可参加所有论坛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学术参会票

· 会议资料袋

2200元 2400元· 可参加所有论坛

· 会议期间茶歇

学术演讲

· 在某一专题下做报告
（20－30分钟）

演讲机会截止 机会截止

· 可投递会议论文1页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会议期间茶歇

· 会议资料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企业参会

· 可投递会议论文1页
（投递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4100元 机会截止

· 会议期间午餐

· 欢迎晚餐（会议第一天）

· 会议期间茶歇

· 会议资料

· 赠学术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75/


企业推介

·1张餐饮票

5500元 机会截止

· 可介绍企业，产品说明，技术演讲

· 赠送会刊广告一页

· 赠送项目展板一块
(需要者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 演讲时间20-30分钟

标准展位 3M*3M标准展位（含2套餐饮票） 10000元 机会截止

学术展板 展板一块（70cm*90cm） 500元 机会截止

论文投递 A4-1页（只投论文，赠一本会刊） 机会截止 机会截止

广告价格广告价格

广告广告
项目项目

价格价格 描述及备注描述及备注

会刊
封底
广告

30000
元

大会会刊，登载有所有参展商名录、介绍及联系方式，同时，收录国内外演 讲人报告摘要和参会人
提交的论文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市场报告和研究趋势报告，有较强的广告效果和收藏价值。会议期
间，发给所有的参会人员，会后发送给国 内外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印刷3000本。规格为：高
210mm*宽140mm，请于四边各留出3mm出血。

会刊
封二
广告

20000
元

会刊
封三
广告

15000
元

会刊
扉页
广告

15000
元

会刊
彩色
内页
广告

5000 元

海报
楣板
广告

5000元/
组

规格：宽100mm×高20mm，广告版面为单面彩色。10块展板为一组，也可以独家买断。

商务
50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0/


商务
请柬

元/500
张

广告规格：高90mm×宽210mm，四色印刷。

手袋
10000
元/300
个

手袋，组委会主要用于给专业观众及嘉宾发放展览会会刊、礼品和相关资料，是专业观众在展会服务
台登记领证后，入场前第一个拿到手上，并穿梭于整个会场的权威媒体。 
标准尺寸：宽38cm ×高28cm×厚5cm

会议
用笔

5000
元/1000
个

组委会承担制笔

会议
用本

8000
元/1000
个

组委会承担制本

参会
吊牌

5000
元/500
个

参观证，是所有参观客商进场时所佩戴的证件，背面全版广告，是挖掘潜在客户的有效途径之一。广
告规格：宽105mm×高140mm

彩虹
拱门
广告

20000
元

会议中心正门前

行架
广告

50000
元/块

4米×6米 (会场正门处)

 

备注：
（1）3人以上报名可享受团体优惠，请联系会务组工作人员； 
（2）学生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只限参会票）； 
（3）餐饮票及学术演讲票所包含的学生赠票可参加所有论坛，不含会议资料和餐饮； 
（4）所有代表请务必到网上注册，并留取E-mail，因为会务组将在会前会后通过E-mail发送会议通知、会议指南及
会后通讯录等信息。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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