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第三届太阳鸟·营养与创新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第三届太阳鸟·营养与创新大会将于2018年04月在长沙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饲料工业》杂志社应行业发展的需求，举办 第三届“太阳鸟·营养与创新大会”第三届“太阳鸟·营养与创新大会”。旨在搭建国内外知名专家、优秀
企业交流、互通的平台，面对畜牧产业新形势，交流应对新常态下的科技与创新方案，共同迎接畜牧产业发展新格
局。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饲料工业》杂志社《饲料工业》杂志社

会议人数：会议人数：1500人

时    间：时    间：2018年4月15－17日

地    点：地    点：中国·长沙

战略合作战略合作

青 岛 根 源青 岛 根 源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嘉吉动物营养嘉吉动物营养

赞助单位赞助单位

新希望六和 / 安佑集团 / 新华扬集团 / 大帝汉克生物 / 建明工业 / 龙力生物 /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 西班牙乐达 / 广
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汉联 / 安琪酵母 / 山川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 英国安彭利集团 / 上海
源耀 / 美国APC公司 / 哈姆雷特蛋白 / 加拿大Jefo / 济南海华生物 / 上海美农 / 浙江艾杰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宜
兴天石 / 浙江东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亚太中慧集团 / 通威股份 / 广东海大集团 / 辽宁禾丰牧业 / 铁骑力士集团 / 无锡华诺威 / 广东雅琪生物 / 成都必高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菲尼氏营养技术国际 / 无锡正大 / 赛法特生物 / 上海杰康诺 / 耀飞生物 / 北京科为博 / 中农颖
泰集团 / 广东蔚莱生物 / 广州市嘉仁高新科技 / 中鲨动物保健品 / 广州远旺饲料 / 广州正和生物 / 广东兴腾科生物
/ 唐山拓普 / 乐味(北京)营养 / 山东隆科特 / 美瑞泰科 / 布勒（常州）



晚宴赞助晚宴赞助

新华扬集团

午餐赞助午餐赞助

上海欧耐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特别鸣谢特别鸣谢

CCTV7农业频道 / CCTV4中文国际频道

支持媒体支持媒体

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 中国养殖网 / 爱畜牧 / 博亚和讯网 / 中国畜牧饲料电视网 / e搜易购
农牧网 / 畜牧人网站 / 中国饲料添加剂信息网《中国饲料》《饲料科技与经济》《饲料广角》《饲料研究》《饲料
博览》《现代畜牧兽医》《养猪》《新饲料》《养殖与饲料》《中国禽业导刊》《中国畜禽种业》《新农业》《中
国畜牧杂志》《饲料科技》《中国动物保健》《东北饲料信息》《赛尔传媒》 《广东饲料》《国外畜牧学猪与禽》
艾格农业 / 天地经纬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议程会议议程

15日 战略合作日程安排

（全天报到）：

本次大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青岛根源生物”与“太阳鸟大会组委会”联合举办：太阳鸟·动物营养与创新战略合作太阳鸟·动物营养与创新战略合作
论坛论坛（定向邀请，名额200人）

论坛时间：15:00－18:00

16-17日太阳鸟大会日程安排（两天学术报告）

 

16日大会第一天日程16日大会第一天日程

时间时间 内内   容容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主持人主持人

44月月1616日日上午上午  

8:00-8:10

开幕式
开幕式及致辞

《饲料工业》杂志社社长

牛军先生

8:10-8:50

主题讲座
饲料前沿领域研究与无抗的对应措施

中国海洋大学

麦康森院士

8:50-9:30

主题讲座
益生菌发酵饲用原料原理及其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谯仕彦教授



 9:30-10:10

主题讲座
后抗生素时代发酵溶菌酶在畜牧领域的应用现状

武汉轻工大学

丁斌鹰教授

10:10-10:20 茶茶    歇歇

10:20-11:00

主题讲座
低聚木糖营养性与功能性研究进展

山东农业大学

杨在宾教授

11:00-11:40

主题讲座
饲用腐植酸与畜禽肠道健康

太原理工大学

郭晓峰教授

11:40-13:00 自自   助助  午午  餐餐

44月月1616日日下午下午  

 

13:00-13:40

主题讲座
浅谈甜菜碱与现代养猪生产

四川农业大学

余冰教授

13:40-14:20

主题讲座
饲用抗生素之“替代”研究进展

湖南农业大学

曾建国教授

14:20-15:00

主题讲座
待定

大帝汉克研发总监

雷燕博士

15:00-15:10 茶茶    歇歇

15:10-15:50

主题讲座
高密度养殖中的肠道健康新策略

新华扬集团微生态事业部总监

凌华云博士

15:50-17:50

技术、创新

论坛

论坛主题：变革

主持人：麦康森院士

嘉宾：安佑集团董事长洪平先生

等6人

18:00 新华扬集团招待晚宴新华扬集团招待晚宴

 

17日大会第二天日程17日大会第二天日程

时间时间 内内   容容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主持人主持人

44月月1717日日上午上午  



8:00-8:40

主题讲座
动物无抗日粮生产——案例与解析

建明工业全球副总裁

Andrew Yersin博士

 
8:40-9:20

主题讲座
大豆蛋白在低蛋无抗日粮中的应用及前景 中国农业大学朴香淑教授

9:20-10:00

主题讲座
待定 西班牙乐达集团亚太技术总监Jesus Matas博士

10:00-10:10 茶茶    歇歇  

10:10-10:50

主题讲座
动物健康养殖新思路

英国安彭利集团高级顾问

Lucy  Waldron

 
10:50-11:30

主题讲座
无抗背景下乳仔猪肠道健康解决方案

华中农业大学

彭健教授

11:30-12:10

主题讲座
血液制品及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美国APC公司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总监  Joe Crenshaw博士

12:10-13:30 自自   助助  午午  餐餐  

44月月1717日日下午下午  

 

13:30-14:10

主题讲座
无抗时代的家禽营养解决方案

荷兰SFR饲料研究所联席所长兼

首席科学家Piet van der Aar博士

14:10-14:50

主题讲座
乳仔猪低锌日粮的配制要点及实践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印遇龙院士

14:50-15:20

主题讲座
无抗饲料如何配制与推动

安佑集团董事长

洪平先生

15:20-15:30 茶茶    歇歇

15:30-16:10

主题讲座
提高猪饲料效率的营养及管理措施 铁骑力士集团技术总监何健博士

16:10-16:40

主题讲座
酵母源生物饲料菌种与功能

安琪酵母动物营养技术总监

胡骏鹏博士

16:40 大会结束大会结束



 会议结束后凭会议结束后凭“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及及“礼品卡礼品卡”到礼品发放处领取礼品一份到礼品发放处领取礼品一份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标准：2200.00元/人（包含晚宴、自助餐费、听课费、资料费、抽奖资格、会刊杂志。住宿费用自理）。4月
15－17日现场交费的，会务费3000元。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