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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 

（第三轮通知） 

                     

 

 

 

 

 

2013年 11月 12-16日，厦门 

各位学术界及企业界同仁： 
由中国水产学会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委员会主办，集美大学、厦门大学和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百穗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雅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第九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简称“世华会”）将于 2013 年 11 月

12-16日在厦门举行。 

“世华会”属于全球华人的国际性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专题会议，其发展与中国水产饲料工业

的发展紧密相随。自 1992年由中山大学林鼎教授和台湾庄健隆教授等发起并在广州成功举办第一届

世华会以来，又分别于青岛（1995年）、上海（1998年）、武汉（2001年）、珠海（2004年）、青岛

（2006 年）、北京（2008 年）和成都（2011 年）成功举办了七届。如今，“世华会”已经成为全球

华人水产动物营养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大盛会，也是集中展示当今全球鱼虾营养与饲料领域科研成

果的重要交流平台之一，受到全球业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轨迹是世界水产养殖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几十年来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迅

猛。目前，其产量已经占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 7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水产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技的进步。2012 年中国水产饲料产量突破 1892 万吨，居世界首位。尽管如此，目前我国

水产配合饲料的普及率仍然不高，与快速发展的水产养殖极不相称，中国虽是水产饲料生产大国但

不是饲料科技强国，在水产动物营养学研究与饲料技术开发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

此，“世华会”将继续为学术界和企业界搭建一座交流的平台，以加快水产饲料技术进步，加强产学

研紧密结合，促进水产饲料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厦门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

城市。“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门是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岛、礁、岩、寺、花、木相互

映衬，侨乡风情、闽台习俗、海滨美食、异国建筑融为一体，四季如春的气候更为厦门的魅力锦上

添花。拥有“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最宜居城市”等许多特殊

荣誉，鼓浪屿风景名胜区和陈嘉庚精神更是声名远播。因而每年吸引着上千万国内外人士欣赏和感

受其特有的文化和风韵。第九届世华会在厦门召开，与会者在学术交流之余，也能欣赏靓丽的鹭岛

美景、感受浓厚的闽南文化，领略博大的嘉庚精神。 

 本届“世华会”在“低碳、高效、合作、创新”的主题下，拟设定如下议题： 

（1）营养需要 

（2）营养代谢机理 

（3）水产饲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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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养与动物福利 

（5）营养饲料与水产品品质与安全 

（6）营养与健康 

（7）饲料质量控制与加工工艺 

（8）饲料添加剂 

（9）繁殖营养与仔稚鱼（虾）营养 

（10）营养与养殖环境可持续利用 

第九届“世华会”的筹备工作目前正在按计划顺利进行。目前初步拟定了主题报告专家名单和

报告内容，确定了办会场地。本届“世华会”拟设立“水产饲料产业链的创新、合作、共赢”，届时

国内外著名饲料企业负责人、知名研发项目管理专家、论坛主持人和知名学者将到会就企业技术创

新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本届“世华会”在保留企业论坛的同时，还新设

立“研究生论坛”，为中国水产饲料工业的生力军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 

本届“世华会”将为与会者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分享彼此的科研成果，促进产

学研紧密结合。我们期待本届“世华会”在借鉴历届“世华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办出特色，并有

所发展和创新。 

会议日程：2013年 11月 12日-16日 

（1）11月 12日报到注册和缴费； 

（2）11月 13日-15日上午学术交流（包括研究生论坛）； 

（3）11月 15日下午举办企业论坛和大会闭幕式； 

（4）11月 16日会后旅游。 

会议地点：中华全国总工会厦门劳动模范疗休养中心（厦门杏林湾大酒店），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

301号 

大会特邀专家及其主旨报告：  

1. 萧锡延教授（台湾终身国家讲座教授，台湾海洋大学和台湾静宜大学，中国）：水产动

物定量营养需要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2. 何艮教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蛋白质组学及其他组学方法在鱼类营养代谢研究中

的应用 

3. S.J. Kaushik教授（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法国）：减少水产养殖对鱼粉依赖的策略 

4. Dong-Fang Deng研究员（夏威夷海洋研究所，美国）：饲料管理对水产动物的应激反应

和营养品质的影响 

5. 周洁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中国水产养殖产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6. D.M. Gatlin 教授（德州农工大学，美国）：水产养殖动物胃肠道微生物与健康的营养

调控作用 

7. 曹康高级工程师（上海易普工贸有限公司，中国）：饲料质量控制与加工工艺——现代

水产饲料加工质量控制要点与加工工艺发展趋势 

8. 杜震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鱼类脂类物质代谢研究新进展 

9. E. Gisbert研究员（西班牙粮食与农业研究所，西班牙）：海水鱼类仔鱼营养研究进展 

10. D.P. Bureau教授（圭尔夫大学，加拿大）：营养——在环境上可持续的水产养殖生产中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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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麦康森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中国水产养殖与饲料工业的可

持续发展 

12. 叶元土教授（苏州大学，中国）：中国水产饲料产业与企业的发展 

13. R.D. Gilbert先生（国际水产饲料杂志发行人，国际饲料工业联合会前秘书长）：欧洲水

产饲料产业链的发展和现状 

14. 陈训银先生（广东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添加剂企业与饲料企业的合作与共

赢 

口头报告： 

汉语为大会交流正式语言，除非母语为非汉语的特邀报告嘉宾允许使用英语；大会主题报告时

间为 35分钟（含讨论）；分会场口头报告时间为 15分钟（报告 12分钟，讨论 3分钟）。报告人需要

严格控制时间，以保证会议程序能正常进行。会场提供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墙报： 

墙报尺寸为 90 cm（宽）× 120 cm（高）；请墙报作者在会议报到当天将墙报张贴于指定位置。

墙报名单、顺序，请登录第九届世华会网站（http://www.9wcsnffs.org/）。为方便更多的行业同仁阅读

墙报，第九届世华会的深度合作媒体中国水产频道设立墙报网络展厅，详情请参看“中国水产频道

网络展厅世华会墙报征集函”，欢迎各位作者踊跃投稿。 

主办单位： 中国水产学会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集美大学 

厦门大学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百穗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广州信豚水产技术有限公司 

           诺伟司国际公司 

赞助单位：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科飞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康德权饲料有限公司 

广州飞禧特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新奥（厦门）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博仕奥水产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嘉嘉旺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奥特奇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星火元科技有限公司 

大会组委会： 

主  席：苏文金 （集美大学，厦门） 

副主席：关瑞章 （集美大学，厦门） 

金能明 （厦门大学，厦门） 

陈庆堂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http://www.9wcsnff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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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帅 （厦门百穗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易敢峰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陈训银 （广东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成员：  张雅芝 （集美大学，厦门） 

黎中宝 （集美大学，厦门） 

王艺磊 （集美大学，厦门） 

叶继丹 （集美大学，厦门） 

王克坚 （厦门大学，厦门） 

艾春香 （厦门大学，厦门） 

张蕉霖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陈剑锋 （厦门百穗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朱传忠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胡  亮 （广州雅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朱旺明 （广州信豚水产技术有限公司，广州） 

陶青燕 （诺伟司国际公司，北京） 

学术委员会： 

主  席：麦康森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副主席：萧锡延 （台湾静宜大学，台中） 

        熊思岳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 

成  员：庄健隆 （台湾南荣技术学院，台南） 

刘擎华 （台湾海洋大学，基隆） 

廖文亮 （台湾大学，台北） 

邓东方 （夏威夷海洋研究所，美国） 

陈立侨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解绶启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叶元土 （苏州大学，苏州） 

刘永坚 （中山大学，广州） 

卢  怡 （水产学报编辑部，上海） 

周小秋 （四川农业大学，雅安） 

冷向军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周志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北京） 

谭北平 （广东海洋大学，湛江） 

何  艮 （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杜震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叶继丹 （集美大学，厦门） 

秘书组：叶继丹 （秘书长，集美大学） 

孙云章 （集美大学） 

张春晓 （集美大学） 

翟少伟 （集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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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凯 （集美大学） 

唐媛媛 （厦门大学） 

住宿： 

大会组委会为与会人士预留了客房，包括普通客房到五星级宾馆等不同档次；参会学生就近到

会议酒店附近的快捷酒店自行选择入住，请提前与快捷酒店联系，预订房间。有关宾馆的详细情况

已发布在会议网站上（http://www.9wcsnffs.org/）。 

注册费： 

大会正常注册截止时间为 2013年 9月 30日，注册费为人民币 1000元；晚注册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10月 31日，注册费为人民币 1200元；现场注册费为人民币 1500元。在校研究生注册费减半。

注册费含会议资料费、会务费和餐费，但不包括住宿费和会后旅游费。请在会议网站上注册并通过

银行交纳注册费，交费时，请用以下户名和账号转账。 

帐 户 名：集美大学 

帐    号：35101 55600 10500 02915 

开户银行：厦门建行集美支行 

特别提醒：1、在转账时请在备注栏注明：“世华会注册费（参会人姓名）”字样。 

2、由于参会人数多，请大家尽早注册和缴费，以便我们核实准确信息。如果是会议现场

缴费的参会人员，我们将不能保证现场提供会议资料。 

会后旅游： 

 大会组委会将代为安排会后自费旅游。除了领略厦门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受独特的闽南文化和

嘉庚精神，您也许对闽北武夷山、闽西土楼、厦门鼓浪屿等八闽大地旅游胜地饶有兴趣，组委会将

尽可能协助安排。详细信息发布在第九届世华会网站上。 

秘书组联络方式： 

张春晓（手机：13695003011） 

孙云章（手机：13806049138） 

通讯地址：福建厦门集美区印斗路 43号，集美大学水产学院 

邮政编码：361021 

传真：0592-6181476 

E-mail: swcsnffs2013@163.com 

 

特别通知： 

请有意申请承办下一届“世华会”的单位，在大会报到日之前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大会组委会秘

书组提出申请，并提前准备好申办“世华会”的汇报材料，申办单位到时要在委员会联席会上汇报

申办情况。 

http://www.9wcsnffs.org/
mailto:swcsnffs20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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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华会会议议程简况表 

11月 12日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11月 15日 11月 16日 

全天报到 

自助午餐 

主会场（康体楼） 分会场（商务楼） 主会场（康体楼） 

会后旅游 

（费用自理） 

3楼大厅  312厅 412厅 3楼大厅 

8:15-8:45 开幕式 8:00-9:45 
水产饲料 

原料 
营养与健康、饲料质量控制

与加工工艺、饲料添加剂 8:00-9:45 主题报告 

8:45-9:40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茶歇 9:45-10:00 茶歇 9:45-9:55 茶歇 

9:40-12:00 
主会场（康体楼） 

10:00-12:00 
水产饲料 

原料 

营养与健康、饲料质量控制

与加工工艺、饲料添加剂 
9:55-12:15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 

自助午餐、午休、墙报阅览 自助午餐、午休、墙报阅览 自助午餐、午休、墙报阅览 

分会场（商务楼） 分会场（商务楼） 主会场（康体楼） 

 312厅 412厅  312厅 412厅 3楼大厅 

14:00-15:45 营养需要 
营养代谢 

机理 
14:00-15:45 

营养与动物福利、

营养饲料与水产品

质量与安全 

繁殖营养与仔稚鱼（虾）

营养、营养与养殖环境可

持续利用 13:30-16:35 企业论坛 

15:45-16:00 茶歇 15:45-16:00 茶歇 

16:00-18:00 营养需要 
营养代谢

机理 
16:00-18:00 

营养与动物福利、

营养饲料与水产品

质量与安全 

繁殖营养与仔稚鱼（虾）

营养、营养与养殖环境可

持续利用 
16:35-17:55 闭幕式 

自助晚餐 

（18:00-19:30） 

联席会会议 

（20:00-21:30） 

天马集团欢迎晚宴 

（18:30-20:00） 

自助晚餐（18:00-19:00） 

百穗行股份欢送晚宴 

（19:30-21:00） 

研究生论坛 

 312厅 412厅 

19:00-20:30 报告 报告 

20:30-20:45 茶歇 

20:45-22:15 报告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