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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暨 2022 国际种业科技博览会

日程安排（拟）

战略合作伙伴：大北农创种科技
11 月 30 日 活动内容

布展、报到
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 8:00-24:00

签到处地点：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大王棕酒店大堂

参观考察
参观考察路线

崖州湾科技城、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三亚国际种业科创中心
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 14:00-17:00

晚餐
工作自助晚餐

时间：18:30-20:30 地点：三亚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一层展厅 A

2022 三亚国际种业科技博览会

展 览 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3 日 地点：三亚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12 月 1 日上午 活动内容
“首届种业科学家奖”颁奖盛典&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代表会议

活动一 “首届种业科学家奖”颁奖盛典

主持人 李 立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执委会主任

8:30-8:40 主持人介绍出席颁奖典礼的代表和嘉宾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8:40-8:50 海南省及有关部委领导致欢迎辞

第二部分 “首届种业科学家奖”颁奖

8:50-8:55 “首届种业科学家奖”评审组长万建民院士介绍评审相关工作情况

8:55-10:10

获奖名单
(播放视频介绍获奖者,逐一颁奖)

水稻领域：谢华安（院士） 陈温福（院士）李家洋（院士）团队
小麦领域：程顺和（院士） 赵振东（院士）
动物领域：黄路生（院士） 刘守仁（院士） 刘 娣（研究员）

李俊雅（研究员）团队 文 杰 (研究员) 康相涛（研究员）
园艺领域：方智远（院士） 李 玉（院士） 兰思仁（教授）
其它领域：喻树迅（院士） 盖钧镒（院士） 郭三堆（研究员）



2

李登海（研究员） 赵久然（研究员） 牛天堂（研究员）
曹 兵（研究员）团队 王天宇（研究员）

颁奖嘉宾
相关部委和海南省、三亚市领导、“首届种业科学家奖”评委及三
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院士、副主席代表等共计 22人

10:10-10:20 大北农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邵根伙发言

10:20-10:30
“种业科学家奖” 奖励委员会主席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翟虎渠教授讲话

10:30-10:40
茶歇

赞助单位：中国银行海南三亚分行
海南九圣禾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活动二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第二次代表会议

赞助单位：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 李 立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执委会主任

10:40-10:45 主持人介绍到会领导及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10:45-10:50 三亚市或管理局等有关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联合体”工作报告与审议

10:50-11:10
报告联合体及“一带一路”国际种业产业合作创新院年度工作
汇报人：李 立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执委会主任

11:10-11:15 审议并通过新增联合体成员单位、副主席、执委副主任及委员名单

11:15-11:20 宣读“科创中国”种业产业服务团批复文件并宣布成立

第三部分 合作单位签约仪式

11:20-11:40 下年度重点合作机构及国际种业科创中心新入驻机构

第四部分 签约代表发言与领导讲话

11:40-12:00
代表发言

谢华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主席讲话

12:00-13:30
午餐

赞助单位：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12 月 1 日下午 分论坛

分论坛一
领袖峰会

承办单位：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技术转化和产业发展分会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国际农业智库

主持人
许国成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

中国融通农业发展集团董事长

13:40-13:50 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及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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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0 拟邀请海南省领导致辞并宣布开幕

第二部分 领袖峰会（上）

主持人
许国成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

中国融通农业发展集团董事长

14:00-14:20

演讲题目：《全球背景下中国农业强国之路》
演讲嘉宾：黄季焜 亚洲农业经济学会（ASAE）会长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院士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14:20-14:40
演讲题目：《创新驱动创种科技成为世界级种业科技企业》
演讲嘉宾：宋维平 大北农集团总裁

14:40-15:00
演讲题目：《打造洱海保护与高值农业协同发展国家样板》
演讲嘉宾：张福锁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大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15:00-15:20
演讲题目：《发挥校院合署改革优势 引领山西种业振兴》
演讲嘉宾：张强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校（院）长

15:20-15:40
演讲题目：《海南荔枝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创新利用》
演讲嘉宾：黄正恩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第三部分 领袖峰会（下）

主持人 韩贵清 国际农业教育科学院院士、黑龙江省农科院原院长

15:40-16:00
演讲题目：《组学时代植物遗传资源挖掘利用的一个瓶颈问题》
演讲嘉宾：王 韧 中国农科院深圳基因组所高级顾问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原助理总干事

16:00-16:20
演讲题目：《打造一流南繁基地 支撑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演讲嘉宾：牟锦毅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16:20-16:40
演讲题目：《加速南繁种业成果转化 支撑热带高效农业发展》
演讲嘉宾：曹兵 海南大学副校长、海南南繁协会会长

16:40-17:00
演讲题目：《云南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
演讲嘉宾: 王继华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17:00-17:20
演讲题目：《科迪华种业研发概况》（线上）
演讲嘉宾：Bill Wilson

科迪华亚太玉米研发总监兼中国区研发总监

17:20-17:40
演讲题目：《强国创平台 精种业芯片 促产业繁荣》
演讲嘉宾：宋维波 先正达集团中国副总裁 种业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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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18:00
演讲题目：《荃银高科发展及科研创新实践》
演讲嘉宾：张从合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

席技术官、荃银农科院院长

分论坛二
玉米与生物技术论坛

赞助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主持人 （待定）

13:40-13:45 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及演讲嘉宾

第一部分 论坛开幕

13:45-14:00
拟邀请海南省农业厅或科技厅有关领导致欢迎词

李成贵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致辞

第二部分 玉米与生物技术论坛（上）

14:00-14:20
演讲题目：《基因编辑育种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朱健康 美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14:20-14:40
演讲题目：《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一体化除草研究》
演讲嘉宾：邓兴旺 美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

14:40-15:00
演讲题目：《国外玉米种质资源的引进、驯化、转育及利用》
演讲嘉宾：贾银锁 非洲科学院院士

15:00-15:30
演讲题目：《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和杂交玉米高产品种选育》
演讲嘉宾：李登海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研究员

15:30-16:00
演讲题目：《玉米核心种质创新及系列杂交品种培育》
演讲嘉宾：赵久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玉米 DNA 指纹及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

第三部分 玉米与生物技术论坛（下）

主持人 高 勇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6:00-16:20
演讲题目：《基因编辑监管政策和发展趋势》（线上）
演讲嘉宾：John McMurdy 亚洲作物科学协会全球副总裁

16:20-16:40

演讲题目：《玉米雄性不育机理与技术体系研究》
演讲嘉宾：万向元 北京科技大学生物与农业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中智生物农业国际研究院院长

16:40-17:00
演讲题目：《现代生物技术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演讲嘉宾：孙洪武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17:00-17:20
演讲题目：《多基因叠加玉米抗虫耐除草剂新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发》
演讲嘉宾：吕玉平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



5

17:20-17:40
演讲题目：《基于热带玉米种质应对我国气候变化的育种实例》
演讲嘉宾：陈泽辉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17:40-18:00
演讲题目：《作物种业优异基因发掘方法学的研究进展》
演讲嘉宾：章元明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18:30-20:30 晚餐：大北农之夜招待晚宴

12 月 2 日上午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主论坛

第一部分 开幕式

主持人 谢华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主席

8:30-9:00

海南省或三亚市有关领导致欢迎词

中国科协领导致辞

许国成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会长致辞

翟虎渠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主席
致辞并宣布开幕

第二部分 主旨报告一

9:00-9:30
演讲题目：《水稻分子设计育种》
演讲嘉宾：李家洋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农业部原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

9:30-10:00
演讲题目：待定
演讲嘉宾：万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长

10:00-10:30
演讲嘉宾：《科技进步推动大豆种业加速发展》
演讲嘉宾：盖钧镒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10:30-10:40
茶歇

赞助单位：中国银行海南三亚分行
海南九圣禾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三部分 主旨报告二

主持人 胡培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水稻所所长

10:40-11:10
演讲题目：《中国辣椒育种回顾与展望》
演讲嘉宾：邹学校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

11:10-11:40
演讲题目：《坚持绿色发展，推进小麦育种联合攻关》
演讲嘉宾：许为钢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1:40-12:10
演讲题目：《种稻与盐碱地利用和黑土地保护》
演讲嘉宾：陈温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阳农业大学教授

12:10-13:00 午餐

12 月 2 日下午 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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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 水稻和麦类论坛

主持人 刘春明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研究员

13:40-13:50 主持人介绍出席嘉宾与报告专家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13:50-14:00 拟邀请海南省农业厅或科技厅有关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水稻和麦类论坛（上）

14:00-14:30
演讲题目：《功能性稻米研究》
演讲嘉宾：胡培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

14:30-15:00
演讲题目：《燕麦荞麦种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演讲嘉宾：任长忠 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

15:00-15:30
演讲题目：《小麦育种进展》
演讲嘉宾：何中虎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研究员

国际玉米小麦中心中国办事处主任

15:30-15:50
演讲题目：《辽宁省水稻种业创新及产业发展》
演讲嘉宾：隋国民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第三部分 水稻和麦类论坛（下）

主持人 （待定）

15:50-16:10
演讲题目：《提高小麦再生和遗传转化效率的研究》
演讲嘉宾：张宪省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山东农业大学原校长

16:10-16:30
演讲题目：《广西优质化育种实践与成就》
演讲嘉宾：邓国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16:30-16:50
演讲题目：《水稻适应红壤土的分子机制》
演讲嘉宾：刘春明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 研究员

16:50-17:10
演讲题目：《深入解析麦类基因组信息，助力突破性小麦品种创新》
演讲嘉宾：王道文 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17:10-17:30
演讲题目：《水稻核心种质育种体系》
演讲嘉宾：周少川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17:30-17:50
演讲题目：《小麦品质产量协同提高的机理解析》
演讲嘉宾：马武军 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17:50-18:10
演讲题目:《 Genotyping 新技术的开发及其在水稻育种中的应用》
演讲嘉宾:常玉晓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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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18:30
演讲题目:《多倍体水稻育种的理论、技术体系与示范》
演讲嘉宾:蔡得田 湖北大学教授及武汉多倍体生物科技公司

首席科学家

分论坛四
畜牧和水产论坛

赞助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主持人 （待定）

13:40-13:50 主持人介绍出席嘉宾与报告专家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13:40-13:50 拟邀请海南省农业厅或科技厅有关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畜牧和水产论坛（上）

14:00-14:30
演讲题目：《海水动物生物技术创新与种业发展》
演讲嘉宾：陈松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14:30-15:00
演讲题目：《渔业蓝色转型加速水产种业竞争和发展》
演讲嘉宾：桂建芳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5:00-15:30
演讲题目：《如何提高我国畜禽品种的核心竞争力》
演讲嘉宾：侯水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15:30-15:50
演讲题目：《中国地方猪资源研发利用及龙民黑猪产业发展》
演讲嘉宾：刘 娣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第三部分 畜牧和水产论坛（下）

主持人 （待定）

15:50-16:10
演讲题目：《生猪种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演讲嘉宾：吴 德 四川农业大学校长

16:10-16:30
演讲题目：《对我国肉牛种业发展的思考》
演讲嘉宾：李俊雅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16:30-16:50
演讲题目：《肉鸡种业技术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文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

16:50-17:10
演讲题目：《地方鸡保护利用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其实践》
演讲嘉宾：康相涛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17:10-17:40 （待定）

分论坛五 2022 年海南自贸港产业园区投资合作大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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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待定）

13:40-13:50 主持人介绍会议内容和参会嘉宾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13:50-14:00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领导致辞

14:00-14:10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自贸港与崖州湾科技城招商扶持政策解读

14:10-14:40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做自贸港政策解读

14:40-15:10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产业促进处负责人推介崖州科技城

15:10-15:40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人才政策宣讲

15:40-16:10 三亚国际科创中心招商落地服务解读

第三部分 交流互动

16:10-16:40 企业互动交流（提问环节）

16:40-17:30 崖州湾科技城招商部门与意向落地企业洽淡交流

18:30-20:30 晚餐

12 月 3 日上午 分论坛

分论坛六 园艺作物论坛

主持人 （待定）

8:40-8:50 主持人介绍会议内容和报告专家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8:50-9:00 拟邀请省厅或市相关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园艺作物论坛（上）

9:00-9:20
演讲题目：《兰科植物保育、种质创新及产业化》
演讲嘉宾：兰思仁 福建农林大学校长

9:20-9:40

报告题目：《植物工厂作物快速繁育助力种业振兴》
演讲嘉宾：杨其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党委书记、副
所长

9:40-10:00
演讲题目：《花生栽培科技创新与实践》
演讲嘉宾：万书波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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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10:00-10:20
演讲题目：《葡萄育种技术的应用现状与未来》
演讲嘉宾：房玉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10:20-10:40
演讲题目：《打好马铃薯种业翻身仗 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演讲嘉宾：金黎平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第三部分 园艺作物论坛（下）

主持人 （待定）

10:40-11:00
演讲题目：《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野生林木种质资源挖掘与利用》
演讲嘉宾：王婧 四川大学生态学系系主任

11:00-11:20
演讲题目：《芥菜的起源与驯化研究》
演讲嘉宾：刘忠松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11:20-11:40
演讲题目：《菊花新品种选育及其在三产融合发展中的应用》
演讲嘉宾：房伟民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

江苏现代农业（花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11:40-12:00
演讲题目：《葡萄人工智能全基因组设计育种》
演讲嘉宾：周永锋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12:00-12:10 主持人总结并宣布会议闭幕

分论坛七 特约与推荐报告专场

主持人 （待定）

8:40-8:50 主持人介绍会议内容和报告嘉宾

第一部分 领导致辞

8:50-9:00 拟邀请省厅或市相关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特约与推荐报告专场（上）

9:00-9:30
演讲题目：《智能育种技术研究与实践》（线上）
演讲嘉宾：赵春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9:30-9:50
演讲题目：《棉花生物育种——从未停歇的脚步》
演讲嘉宾：郭三堆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9:50-10:10
演讲嘉宾：《杂粮生物育种 守护健康中国》
演讲嘉宾：孔照胜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副校(院)长

10:10-10:30
报告题目:《大豆分子设计育种探索》
演讲嘉宾：田志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研发展

部部长

10:30-10:50
演讲题目：《棉花种植制度的探索》
演讲嘉宾：马雄风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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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特约与推荐报告专场（上）

主持人 （待定）

10:50-11:10 演讲题目：《东北农业大学大豆生物育种平台构建与成果产业化》
演讲嘉宾：陈庆山 东北农大农学院院长

11:10-11:20
演讲题目：《棉花基因编辑与分子育种研究进展》
演讲嘉宾：金双侠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11:20-11:50
报告题目:探索作物的广谱抗病性
演讲嘉宾：单卫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院院长

11:50-12:10
演讲题目：《中国棉花的引种驯化与改良》
演讲嘉宾：张天真 浙江大学植物精准育种研究院院长

12:10-12:30
演讲题目：《数字化育种平台：数据和算法的高效融合，实现自动
化育种预测》
演讲嘉宾：郭刚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种质资源中心副主任

12:30-12:40 主持人总结并宣布会议闭幕

12:40-13:30 午餐

13:30 会议结束 自由返程

如需参加请联系会务组，请提前完成大会注册，现场不允许注册。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泽洋 手机：18210880073 微信：nchl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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