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第三十届中国国际小宗农产品
展望高峰论坛 暨“一带一路”双边

贸易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第三十届中国国际小宗农产品展望高峰论坛 暨“一带一路”双边贸易论坛将于2018年03月在重庆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五年来，带动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汽车、工业品、钢材等产品的输出，小宗农产品、
工业等原料的输入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和主要小宗农产品消费进入结构转型期，
小宗农产品的消费必将大幅增长。我国劳动力、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与小宗农产品市场需求的矛盾，必然刺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量种植小宗农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小宗农产品产生的外汇，用来购买中国的汽
车、工业品、钢材等产品，从而达到贸易平衡。

　　为了让广大会员单位充分了解全球小宗农产品的现状；读懂“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方向；获取双边贸易关键
性数据；一次性结识正反方向贸易的全部客户。由中国农业展望网主办的《第三十届中国国际小宗农产品展望高峰
论坛暨“一带一路”双边贸易论坛》将于2018年3月26-30日在中国重庆--万豪酒店举办。

　　此次峰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重庆商会、中国食用豆类科技应用协作组、
青岛市花生进出口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司协办，北京亿展世
纪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将邀请全球主要供应商与中国对口采购商逾千人齐聚重庆，共同探讨小宗农产品的市场现状
及未来价格趋势，为国内外企业搭建国际化的小宗农产品行情探讨平台和采购平台。品种涉及芝麻、花生、腰果、
豌豆、亚麻籽、非转黄豆、绿豆、眉豆、菜籽、葵花籽、高粱、大麦、燕麦、木薯干等。国家涉及“一带一路”传
统品种国家和“一带一路”新兴品种国家，“一带一路”新兴品种国家包括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巴西、土耳其、乌克兰等。

　　此次峰会还将借助“DECX电子商务网”在吉布堤、苏丹、坦桑、尼日利亚、青岛港倾力打造的保税区仓库，为
参会企业提供全球化的金融、仓储服务平台。目的是全面开展小宗农产品的存、储、转口等业务，进而促进反向汽
车、工业品、钢材等产品的贸易平衡。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一带一路”双边贸易论坛“一带一路”双边贸易论坛 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27日上午9:00-9:20 论坛开幕       嘉宾致词论坛开幕       嘉宾致词

27日上午9:20-10:20
主题演讲一：全球经济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政策深层解读与前景分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产业研究室主任  史炜 先生

27日上午10:20-10:30 茶歇

27日上午10:30-11:30
主题演讲二：“一带一路”政策的连续性、支撑力和落实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翟崑 先生

主题论坛：中国汽车、日用品、钢材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现状与发展趋势



27日上午11:30-12:00

1、汽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与发展趋势

2、日用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与发展趋势

3、钢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与发展趋势

4、国际保税监管仓库在双边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外客户寄存、转口到日
韩、分单销售中国等详细案例介绍）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如意集团，倬亿集团，深圳保宏电子商务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

--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司，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

27日上午12:00-13:00 自助午餐

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芝麻产业展望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芝麻产业展望
高峰论坛高峰论坛

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27日下午14:00-15:30

论坛一：市场篇（邀请芝麻国际贸易商、国内贸易商进行讨论）

1、全球芝麻供应情况（库存数量统计表）

埃塞俄比亚、苏丹、尼日、莫桑比克、莫桑比克、印度、缅甸、中国等国家

2、全球各个国家贸易数据分析（进出口数据）

3、全球芝麻趋势分析预测

--国际嘉宾：ETG Jayesh,Olam Sanjiv,Mohagiah Wagdi,AST Talwar,

            EPOSPEA Haile

--国内嘉宾：安粮 实业何勤，富味乡 陈文南，象屿 邢达，

            厦门建发 杜呈荣，中工 费岳忠

27日下午15:30-15:50 休息

27日下午15:50-17:30

论坛二：行业篇（邀请产业链联盟非洲当地币出资方、收购商、出口商、供应链
金融、贸易商、进口商、工厂、银行各个环节代表进行讨论）

1、全球芝麻产业整体布局

2、行业联盟的建立

3、非洲当地币如何与联盟建立

4、下游工厂如何在联盟中发挥主要作用

5、芝麻行业分工明细图谱

6、中国芝麻产业发展状况与原料需求状况讨论

--贸易商代表嘉宾：厦门国贸 姜明，长和集团 KEVIN，中服 崔巍，

   津粮 张福荣，润芝果 胡前果

--工厂代表嘉宾：益海嘉里 范云玲，益同创鑫 赵彦华，龙溪外贸 叶发泽，



                福达食用油 常竹峰，崔字 王秀华

27日晚上17:30-20:30 自助晚餐及小型商务推荐会

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花生、腰果产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花生、腰果产
业展望高峰论坛业展望高峰论坛

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28日上午9:00-9:20 嘉宾致词嘉宾致词

28日上午9:20-9:50
主题演讲一：塞内加尔花生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塞内加尔花生出口协会  会长  Mr. Habib

28日上午9:50-10:20
主题演讲二：阿根廷花生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Argentine peanut chamber

28日上午10:20-10:40 茶歇

28日上午10:40-11:10
主题演讲三：世界及中国花生市场分析与预测

--青岛市花生进出口行业协会  秘书长  张鹏  先生

28日上午11:10-11:40
主题演讲四：美国花生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American Peanut Council In-country Representative  Mr. Miles Yao

28日上午11:40-12:00
主题演讲五：中国进口花生检验检疫要求

--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8日中午12:00-13:00 自助午餐

28日下午14:00-14:30
主题演讲一：全球腰果市场供应与趋势探讨

--Export Trading Group  Group Chief Finacial Officer  Mr. Vasudev Barkur

28日下午14:30-15:00
主题演讲二：越南腰果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Rich commodities  Director  Phoenix 女士

28日下午15:00-15:30
主题演讲三：柬埔寨腰果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华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清华 先生

28日下午15:30-15:50 休息

28日下午15:50-16:20
主题演讲四：中国花生油加工现状与趋势预测

--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寇相波 先生



28日下午16:20-16:50
主题演讲五：中国花生、花生油贸易情况分析与趋势预测

--国药嘉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粮油部业务经理  贺淼 先生

28日下午16:50-17:20
主题演讲六：世界贸易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粮食部业务负责人 冼国庆 先生

28日晚上17:30-20:30 自助晚餐及小型商务推荐会

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豌豆、亚麻第三十届中国国际豌豆、亚麻
籽、非转黄豆、绿豆、眉豆、葵籽、非转黄豆、绿豆、眉豆、葵
花籽、菜籽展望高峰论坛花籽、菜籽展望高峰论坛

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29日上午9:00-9:20 嘉宾致词嘉宾致词

29日上午9:20-9:50
主题演讲一：全球豆类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STAT Communications Regular Edition  Director  Mr. Brian Clancey

29日上午9:50-10:10
主题演讲二：美洲豆类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益同（天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总经理  林章强 先生

29日上午10:10-10:30

主题演讲三：加拿大亚麻籽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Agrocorp International Pte ltd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Mr. Vishal Vijay

29日上午10:30-10:40 茶歇

29日上午10:40-11:00

主题演讲四：埃塞豆类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Ethiopian Pulses,Oilseeds And Spices Processors Ecpor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Mr. Haile Berhe Kinfe

29日上午11:00-11:20

主题演讲五：澳大利亚豆类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Agrocorp International Pte ltd  Head of Agrocorp Australia  Mr. Bhuvan
Gandhi

29日上午11:20-11:40
主题演讲六：美洲非转大豆市场供应与趋势

--天津加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朝凤 女士

29日上午11:40-12:00
主题演讲七：俄罗斯油料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Alyanstorg Lt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r. FurAnna（拟邀请）

29日中午12:00-13:00 自助午餐

主题演讲一：加拿大菜籽、菜籽油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29日下午14:00-14:30
主题演讲一：加拿大菜籽、菜籽油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加拿大的油菜籽理事会  主席  Mr. Jim Everson（拟邀请）

29日下午14:30-15:00
主题演讲二：澳大利亚菜籽、菜籽油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9日下午15:00-15:20
主题演讲三：中国豌豆贸易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

--山东中粮粉丝杂豆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宝生 先生

29日下午15:20-15:40
主题演讲四：中国亚麻籽贸易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油脂油料部门负责人  常枫极 先生

29日下午15:40-15:50 休息

29日下午15:50-16:10
主题演讲五：中国绿豆供需分析与趋势预测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副局长  张惠杰 女士

29日下午16:10-16:30
主题演讲六：二连浩特口岸粮油进口政策解读及贸易趋势

--二连浩特市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  袁志国 先生

29日下午16:30-16:50
主题演讲七：中国亚麻籽产业分析与趋势预测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主任  张建平 先生

29日下午16:50-17:10
主题演讲八：中国菜籽供需分析与趋势预测

--烟台富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闫奎 先生

29日下午17:10-17:30
主题演讲九：中国葵花籽发展现状及后市展望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牛庆杰 女士

29日晚上17:30-20:30 自助晚餐及小型商务推荐会

第三十届中国国际高梁、大麦、第三十届中国国际高梁、大麦、
燕麦、木薯干展望高峰论坛燕麦、木薯干展望高峰论坛

日程安排日程安排

30日上午9:00-9:20 嘉宾致词嘉宾致词

30日上午9:20-9:50
主题演讲一：美国高粱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美国高粱基金会  Grower and board Member  Mr. James Massey(拟邀请)

30日上午9:50-10:10
主题演讲二：加拿大大麦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大麦经理  方志国 先生



30日上午10:10-10:30 茶歇

30日上午10:30-11:00
主题演讲三：澳大利亚高粱、大麦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Graincorp 运营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  总经理  季定文  先生（拟邀请）

30日上午11:00-11:30
主题演讲四：法国大麦市场概况

--永顺泰麦芽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总经理  张力文 先生（拟邀请）

30日上午11:30-12:00
主题演讲五：澳大利亚燕麦市场供应及趋势预测

--澳尤威（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一天  先生

30日下午12:40-13:00 自助午餐

30日中午14:00-14:30
主题演讲一：泰国木薯干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泰国木薯产品加工工厂协会

30日下午14:30-15:00

主题演讲二：坦桑尼亚木薯干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Tanzania agriculture export proceasing zone limited  General manager
 Mr. Cornelis Christiaan Van Den Doel

30日下午15:00-15:30
主题演讲三：尼日利亚木薯干市场供应与趋势预测

--中铁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开发部总经理  徐岳 先生

30日下午15:30-15:50 休息

30日下午15:50-16:10
主题演讲四：中国高粱发展现状及后市展望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  辛翔飞 先生

30日下午16:10-16:30
主题演讲五：中国大麦发展现状及后市展望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  胡向东 先生

30日下午16:30-16:50

主题演讲六：中国燕麦供需分析与趋势预测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胡新中 先生

30日下午16:50-17:10
主题演讲七：高粱在饲料行业的应用及展望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采购部副总监  朱传伟 先生

30日下午17:10-17:30
主题演讲八：中国木薯干供需分析与趋势预测

--中国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国际业务总监  季瑞斌 先生

30日晚上17:30-20:30 欢送晚宴及小型商务推荐会



30日晚上17:30-20:30 欢送晚宴及小型商务推荐会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产业研究室主任  史炜 先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翟崑 先生

塞内加尔花生出口协会  会长  Mr. Habib

青岛市花生进出口行业协会  秘书长  张鹏  先生

American Peanut Council In-country Representative  Mr. Miles Yao

Export Trading Group  Group Chief Finacial Officer  Mr. Vasudev Barkur

Rich commodities  Director  Phoenix 女士

华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清华 先生

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寇相波 先生

国药嘉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粮油部业务经理  贺淼 先生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粮食部业务负责人 冼国庆 先生

STAT Communications Regular Edition  Director  Mr. Brian Clancey

益同（天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总经理  林章强 先生

Agrocorp International Pte ltd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Mr. Vishal Vijay

Ethiopian Pulses,Oilseeds And Spices Processors Ecpor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Mr.Haile Berhe Kinfe

Agrocorp International Pte ltd  Head of Agrocorp Australia  Mr. Bhuvan Gandhi

天津加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朝凤 女士

Alyanstorg Lt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r. FurAnna（拟邀请）

加拿大的油菜籽理事会  主席  Mr. Jim Everson（拟邀请）

山东中粮粉丝杂豆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宝生 先生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油脂油料部门负责人  常枫极 先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副局长  张惠杰 女士

二连浩特市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  袁志国 先生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主任  张建平 先生

烟台富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闫奎 先生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牛庆杰 女士

美国高粱基金会  Grower and board Member  Mr. James Massey(拟邀请)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大麦经理  方志国 先生

Graincorp 运营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  总经理  季定文  先生（拟邀请）

永顺泰麦芽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总经理  张力文 先生（拟邀请）

澳尤威（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一天  先生

Tanzania agriculture export proceasing zone limited  General manager



Mr. Cornelis Christiaan Van Den Doel

中铁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开发部总经理  徐岳 先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  辛翔飞 先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  胡向东 先生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胡新中 先生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采购部副总监  朱传伟 先生

中国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国际业务总监  季瑞斌 先生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参 会会 报名报名时间时间 参会费用参会费用

 1月10日–3月26日 1天会议1800元/人

  2天会议2800元/人

  3-4天会议3800元/人

 注：会议费用包括会务费、专家费、资料费及餐费、欢迎晚宴和欢送晚宴，不含住宿费。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