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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动物肠道健康  回归营养吸收本源 

Advocating the Intestinal Health of Animals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of Nutrient Absorption 

首届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 

The First“International Animal Intestinal Ecology and Health 

in China Summit Forum”（IAIEH） 

 2015 年 11 月 14~15 日 中国 长沙 （融程花园酒店） 

                                                                                              

各相关单位: 

中国农牧行业是全球最受关注的投资热点与市场蓝海！农牧市场完全处于

调整整合的重要阶段，也是“互联网+”时代产生重大变革的重要时期，畜牧饲

料产业效能的提升将是行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经营，

还是管理；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我们都在强调可

持续的健康增长模式，回归本源更是被大家广泛认同！为此，基于“倡导动物

肠道健康  回归营养吸收本源”的核心理念，邀请来自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美

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等国际顶肠道营养级教授，结合国内知名学者与行业专家的

前沿理念与应用成果，隆重举办 2015 年首届“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

高端论坛（以下简称‘IAIEH 论坛’）”! 

一、全新论坛定位 

  肠道生态与健康是动物维持生命与满足生产性能需求的关键与本源！导入

世界知名大学与顶级动物肠道专家前瞻生态理念，搭建为中国市场直接服务的

“IAIEH 论坛”国际开放平台，促进中国畜牧饲料养殖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与效能

提升,全力推动中国高效畜牧饲料产业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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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论坛，将围绕畜禽肠道生态健康学术及应用成果的分享与交流展开！ 

二、六大论坛价值 

 （一）、革新理念：倡导营养吸收本源，促进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 

（二）、重建认知：改变商业饲料的 “商业”营养观念。 

（三）、改变模式：变革传统养殖方式，传递科学自然的健康养殖方式。 

（四）、知识平台：以动物肠道为核心的全球顶级营养与调控实战分享平台。 

（五）、高端舞台：专业精英聚首的国际高端舞台。 

（六）、国际窗口：引入国际动物科学与医学名校，搭建国际动物营养应用技

术、成果与科研交流的窗口。 

三、本届论坛五大亮点 

（一）、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全球顶级学府教授团队主导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尔夫市，

是加拿大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更是全球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最悠久的权威学

府。圭尔夫大学建立于 1964 年，由安大略省政府通过法案将安大略农业学院

（OAC）和安大略兽医学院（OVC）及麦当劳学院（Macdonald Institute）合并

而成圭尔夫大学。当中的安大略兽医学院是加拿大四所兽医学院之一和安省唯

一的兽医学院；农学院中的动物科学系是全加拿大、也是北美洲历史最悠久和

最闻名的动物科学系之一。圭尔夫大学被称为加拿大农林牧领域的哈佛大学和

兽医领域的斯坦福大学， 在动物营养，动物繁殖和兽医等学术领域方面的研究

位于全球领先地位，相当多的杰出人才任教于此如国际知名家禽权威 Steve 

Leeson 博士，也为全球畜牧兽医行业培养了大量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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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学术水平的高端主题报告 

（三）、“IAIEH 论坛发展联盟”暨第一届产学研高端闭门研讨会 

   1、在印遇龙院士主持下，特邀国内外动物科学相关领域教授、学者、饲料

企业与规模化牧场专家等（仅邀 50 人参加），组成“IAEH 论坛发展联盟”, 并

举行第一届产学研高端闭门研讨会，从畜禽养殖场需求、饲料研发方向、国际

前沿理念及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等多方面进行热点话题的探讨，旨在推动中国畜

牧饲料养殖产业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新径。 

2、推动论坛休会期间以“IAIEH 论坛发展联盟”的形式推动动物肠道生态健

康发展的各类相关联盟活动，开展国内外游学与国外短训，促进国际交流；以

打造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动物肠道高端论坛为己任，整合全球资源，大力推进

中国养殖结构转型、饲料产业的整合与行业创新，更好地服务中国农牧市场。 

 （四）、国际化的家畜家禽肠道生态与健康实战应用互动论坛 

（五）、以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为核心的国内外产业应用技术与成果展示 

四、论坛组织 

（一）、论坛技术专家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印遇龙院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Dr. Ming Z. Fan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科学系猪营养教授 

Dr. Shayan Sharif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加拿大家禽研究联盟主席 

Dr.Yoshironi Mine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  

Dr. Niel Karrow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  

Dr. Kevin Marley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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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文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 

呙于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Gerald (Jerry) Ford   加拿大 Sustento 公司总裁 

Peter Warmels Foodlinks/The Chamber of Commerce/Ontario Dairy Council 

/CIFST 

朱伟云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动科院 

王军军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科院 

李铁军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黄瑞林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李芳溢先生    新希望六和集团副总裁 

程远芳所长    通威集团畜禽研究所 

邹仕庚博士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畜牧师 

王勇飞先生    江西双胞胎集团副总裁 

吴昌征博士    大北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邵彩梅博士    辽宁禾丰牧业集团技术总监 

苏宁博士      四川巨星集团技术总监 

舒剑成博士    湖南唐人神集团质量技术部总经理 

李海涛博士    中粮集团饲料首席技术官 

孔路军博士    台湾大成牧业技术总监 

洪平先生      安佑集团董事长 

吴兴利博士    江西正邦养殖公司营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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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成波博士   加拿大 JEFO 动物营养公司 

温庆琪博士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 

张家明先生   河南华英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赵昕红博士   赵博士健康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养师  

余平先生     天兆猪业董事长 

张丛林先生   扬翔集团种猪事业部总经理 

袁金锋博士   广州市艾佩克养殖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主办单位 

北京博克迪尔文化有限公司 

（三）支持单位 

加拿大 Sustento 公司 

湖南省饲料工业协会 

湖南省养猪业协会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University of Guelph） 

（四）、协办单位 

柏斯托（上海）化工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铭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达（广州）香味剂有限公司 

北京博利煌科技有限公司 

（征集中） 

五、主要内容 



 
首届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 

 

 6 

（一） 14 日上午   主题报告 

1、利用创新营养饲料保障仔猪肠道健康   

演讲者：印遇龙院士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40 分钟） 

2、Alkaline Phosphatases in Protection of Gut Health in Animals（碱性磷酸酶对

动物肠道健康的保护作用） 

演讲者：Dr. Ming Z. Fan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30 分钟） 

3、Restoration of Injured Intestinal Mucosa in Animals by Novel Nutritional 

Strategies（修复动物肠道粘膜损伤的新型营养策略） 

  演讲者：Dr. Niel Karrow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40 分钟） 

4、Effects of immunomodulatory feed additive on the intestinal gene expression 

and anti-bactria（免疫调控型饲料添加剂对肠道基因表达和抗菌的影响） 

演讲者：Dr. Kevin Marley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兽医学院教授（40 分钟） 

5、互联网思维与饲料工业       

演讲者：李芳溢先生  新希望六和集团副总裁 （30 分钟） 

（二）14 日下午 上半时  主题报告 

6、动物肠道微生物与免疫   

演讲者：Dr. Shayan Sharif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教授/加拿大家禽研究联盟主

席（40 分钟） 

7、家禽肠道生态与健康   

演讲者：呙于明教授 中国农大动科院院长（40 分钟） 

（三）14 日下午  下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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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肠道生态与健康专题论坛 （110 分钟） 

拟邀请专家主持：呙于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动科院院长 

论坛嘉宾（邀请中） 

（四）15 日上午   上半时  主题报告 

8、肠道健康对于养猪生产的意义和应用  

演讲者：邹仕庚博士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技术中心副总畜牧师 (40 分钟) 

9、猪场最高利润配方之计算 

演讲者：洪平先生 安佑集团董事长 （40 分钟） 

10、现代猪场管理与运营的难点与突破之道  

演讲者：余平先生 天兆牧业董事长 （40 分钟） 

（五）15 日上午  下半时 

猪的肠道生态与健康专题论坛 （110 分钟） 

拟邀请专家主持：陈代文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论坛嘉宾（邀请中） 

六、以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为核心的技术与产业应用成果展示 

七、参会对象 

各大中型畜牧养殖与饲料企业技术总监与技术经理、品管经理；全国各类牧

场技术场长、技术专员；各大专院校、科研所师生及相关研究所科研人员。 

八、会议费标准及食宿安排 

1、会务费 

会前报名 1500 元/人，现场缴费 1800 元/人，凭学生证报名参会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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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费用包含参会费、资料费和会议期间用餐等，交通费及住宿费用自理）；   

2、协办单位另按大会企业形象展示方案执行； 

3、报名方式： 

（1）登陆大会在行业的公共宣传平台并下载“报名回执”填写并传真

010-82796366 报名； 

（2）电话报名：010-62896620  传真 010-82796366 

联系人；鲁老师（手机 15910579241） 

郑老师（手机 13910306905）   

4、报名费缴纳 

收款户名：北京博克迪尔文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连洼支行 

银行账号：0200251109200040707   

请将参会回执于 11月 5 日之前传真至：010-82796366，并按上述账号汇

款（请注明“肠道论坛会议费”） 

5、大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组委会 

2015 年 5 月 27 日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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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职务 手 机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地址邮编  

付款方式 
□电汇                    □银行转帐        

付款日期：                 金额： 

住宿预定 
住宿时间： 

   月   日-    日 

订房数量：  

        

间 

标 间 □       

大床□ 

元（含双早）/

标间 

元（含早）/大

床 

填报日期 2015 年   月   日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