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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会员对本次会议的关注和支持，为了您能更加愉快、顺利地参加此次会
议，请您留意会务的相关提示：

1、请各位参会人员认真阅读本手册，请按要求办理签到、领取会议资料和餐券等注册手续。
2、会议期间，现场会参会人员请佩戴代表证参加各项活动，就餐需凭餐券，参会人员如有特殊饮 
       食习惯和要求，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3、请各位参会人员留意会议日程安排，演讲人请严格把握发言时间。
4、在会议进行期间，现场参会人员请将手机调成静音或震动状态，请不要大声喧哗，随意走动， 
        请配合保持良好的会场秩序。
5、请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手机、电脑、钱包等贵重物品。

6、会议地点：
       现场会地址：湖北大厦贵宾楼五层三峡厅
       线上会链接：在线直播通过识别下方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7、就餐地址：湖北大厦迎宾楼三层丹江口厅（自助餐厅）
8、8月14日中午如需房间休息的代表请提前与会务组说明，会务组负责和酒店协调保留房间，费用自理。
9、酒店联系电话：010-62172288

10、会务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会 议 签 到 与 材 料 发 放：高 波（13661399982）
会 场 组 织 与 协 调：韩 磊（15110083669）
                                                    李婷婷（13811962846）
投 票 系 统 演 示 与 指 导：王术坤（18500823423）
直播系统与腾讯会议调试：罗千峰（13161363567）
酒 店 房 间 与 餐 饮 协 调：韩 磊（15110083669）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励，更需要您的鞭策和批评，祝您愉快！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
                                               2021年8月14日

直播平台二维码 投票系统二维码 学会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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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请各位参会人员遵守以下防疫要求：

1、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现场会参会人员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及14
天行程轨迹。

2、会议期间，所有现场会参会人员需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人员
间隔至少1米以上。如在参会过程中出现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
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向工作人员报告。

3、以下人员不建议参加现场会议：14天内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及疫情期
间有国外旅居史的人员；14天内健康监测中出现发热、干咳等体征症状的人员；
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触人员；出现其他不利于疫情防
控情况的人员。

4、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等法律法规和相关
防范措施，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居史和疫情接触史等疫情防
控重点信息的参会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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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安排

☆    8月14 日上午：☆

开幕式和主旨报告

☆    8月14 日下午：☆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与理事会换届选举

☆    8月15 日上午：☆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高峰论坛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高峰论坛

☆    8月15 日下午：☆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专题论坛1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专题论坛2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青年学者论坛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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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 8月14日 上午 ☆
开幕式

地 点：湖北大厦贵宾楼五层三峡厅 + 线上直播
时 间：9:00-9:20

主持人：刘长全，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致 辞：魏后凯，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修长百，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 主旨报告
地 点：湖北大厦贵宾楼五层三峡厅 + 线上直播
主持人：张利庠，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9:20-9:45
魏后凯，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题 目：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

时 间：9:45-10:10
黄汉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成本调查中心主任，研究员
题 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时 间：10:10-10:35
刘 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题 目：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时 间：10:35-11:00
王明利，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委会主任、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畜牧业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题 目：规模化路径选择对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时 间：11:00-11:25
陈 洁，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题 目：我国淡水渔业发展形势与前瞻性问题思考

时 间：11:25-11:50
潘 劲，《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农村观察》创新工程总编、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题 目：两刊有关林牧渔业研究选题与投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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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 下午  ☆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地 点：湖北大厦贵宾楼五层三峡厅 + 线上直播
时 间：14:00-16:30

主持人：刘长全，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议 程：
1.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五届理事会选举

2.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第五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会常务理事选举

3.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第五届学会会长致辞

理事会换届选举投票方式如下：
本次理事会换届选举投票由农业农村部调研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请各位会员投票时识别下方二维码进
行投票。投票平台用户名为会员登记的手机号，登陆密码将通过短信发送，登录系统后可以投票。请
各位会员及时关注手机短信。

☆  8月15日 上午  ☆

专场一：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高峰论坛
地 点：湖北大厦贵宾楼五层三峡厅 + 线上直播

时 间：9:00—9:10

主持人：李秉龙，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致 辞：王明利，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委会主任、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畜牧业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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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

 ◢ 报告人
时 间：9:10—9:40
樊胜根，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题 目：食物政策与管理：将农业与营养相连

时 间：9:40—10:00
王济民，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题 目：中国肉鸡产业发展的形势、问题与对策

时 间：10:00—10:20
肖海峰，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
题 目：中国肉羊产业发展的形势、问题与对策

时 间：10:20—10:40
王祖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题 目：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形势、问题与对策

下半场

主持人：刘玉满，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报告人
时 间：10:40—11:00
谭 莹，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题 目：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猪产业转移

时 间：11:00—11:20
刘长全，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
题 目：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时 间：11:20—11:40
赵元凤，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题 目：草原综合风险评估机理与实证分析 -- 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

时 间：11:40—12:00
邓 蓉，北京农学院经管学院教授
题 目：挖掘畜牧业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7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中国林牧渔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专场二：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高峰论坛
地 点：线上直播

时 间：8:30—8:50

主持人：杨正勇，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
致 辞：袁晓初，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
 平 瑛，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报告人
时 间：8:50—9:10
卢 昆，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题 目：中国休闲渔业发展评价与前景分析

时 间：9:10—9:30
刘景景，农业农村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题 目：外部冲击与我国水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时 间：9:30—9:50
张溢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题 目：日本科技助力渔业振兴战略路径研究

主持人：赵万里，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9:50—10:10
姜启军，上海海洋大学教授
题 目：渔业产业子系统——要素流动子系统协同增长机理分析

时 间：10:10—10:30
刘子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题 目：考虑生态重构水产品出口战略会抑制渔业经济吗？

时 间：10:30—10:50
苏 萌，中国海洋大学讲师
题 目：政府监管下渔民参与合作社经营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时 间：10:50—11:10
李怡芳，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题 目：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生态认证产品消费意愿的实证分析：以 MSC 水产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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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1:10—11:30
闫玉科，广东海洋大学教授
题 目：海南省深水网箱养殖业发展研究

主持人：张和森，青岛通用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 报告人
时 间：11:30—11:50
孙吉亭，山东省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题 目：海洋渔业与文化互动研究

时 间：11:50—12:10
徐方成，舟山绿色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题 目：舟山绿色渔业发展探索

时 间：12:10—12:30
庞引明，链极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题 目：农（水）产品产业链建设中的区块链嵌入

☆  8月15日 下午  ☆

专场一：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题论坛1
地 点：线上直播

上半场

主持人：修长百，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14:00—14:20
钱贵霞，内蒙古大学教授
题 目：突发事件对羊肉价格的影响

时 间：14:20—14:40
乌云花，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
题 目：农牧民金融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时 间：14:40—15:00
张瑞荣，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 目：牧区集体经济发展与牧区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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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5:00—15:20
黄泽颖，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题 目：生鲜猪肉 FOP 标签研究：基于国际经验借鉴

时 间：15:20—15:40
刘为军，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题 目：中国消费者对肉类替代品的伦理风险认知差异：植物肉与细胞肉的异质性比较

下半场

主持人：马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 间：15:40—16:00
道日娜，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题 目：规模化政策、结构转型与中国奶业技术效率

时 间：16:00—16:20
郑瑞强，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
题 目：江西生猪种业发展困境与策略优化研究 - 基于 30 家种业企业调研

时 间：16:20—16:40
恩 和，内蒙古大学教授
题 目：内蒙古畜牧业经济绿色发展问题研究

时 间：16:40—17:00
励汀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题 目：“双碳”目标下奶牛产业如何发展？

时 间：17:00—17:20
李 赞，北京中土建诚文化中心主任、世界汗血马协会会员、吉林盛世图腾马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题 目：汗血马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专场二：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题论坛2
地 点：线上直播

上半场

主持人：乔光华，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14:00—14:20
刘禹辰，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题 目：消费者对鸡肉动物福利属性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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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4:20—14:40
张灵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题 目：我国肉鸡养殖业抗生素国际比较

时 间：14:40—15:00
高 芬，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题 目：草原确权对牧民产权安全认知的影响—基于嘎查内产权情境视角的分析

时 间：15:00—15:20
代首寒，东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题 目：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奶牛养殖业环境效率

下半场

主持人：刘芳，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15:20—15:40
刘如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研究生
题 目：碳中和背景下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和路径选择

时 间：15:40—16:00
方 博，河北北方学院硕士研究生
题 目：“双碳”目标下京津冀西北部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时 间：16:00—16:20
熊学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题 目：中国畜产品进口贸易的资源环境贡献研究

时 间：16:20—16:40
刘晨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题 目：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时 间：16:40—17:00
谢卓言，河北北方学院硕士研究生
题 目：“双循环”新格局下京津冀西北部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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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三：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青年论坛

地 点：线上直播

主持人：卢昆，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点评人：徐忠，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 报告人
时 间：13:30—13:45
赵昕怡，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Analysis o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Chine
se Mitten Crab in Chongming

时 间：13:45—14:00
孙 悦，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消费者感知视角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法规绩效的实证研究

时 间：14:00—14:15
徐凤丽，浙江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休闲渔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时 间：14:15—14:30
张 娟，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
题 目：渔民增收视角下休闲渔业产业融合空间分异研究

 ◢ 点评、提问和讨论
时 间：14:30—14:45

主持人：闫玉科，广东海洋大学教授
点评人：郑思宁，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
时 间：14:45—15:00
周丹丹，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我国大黄鱼出口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时 间：15:00—15:15
刘 茹，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上海市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时 间：15:15—15:30
张安琪，浙江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新形势下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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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5:30—15:45
孙龙启，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题 目：中国海水鱼养殖产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研究

	◢ 点评、提问和讨论
时 间：15:45—16:00

主持人：张郃，浙江海洋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点评人：刘子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时 间：16:00—16:15
朱爱方，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我国沿海渔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时 间：16:15—16:30
张 迪，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
题 目：中国海水养殖业资源 - 环境 - 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时 间：16:30—16:45
何羽丰，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
题 目：生计资本视角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效应评估

时 间：16:45—17:00
孙精策，大连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题 目：辽宁海洋牧场建设对策研究

	◢ 点评、提问和讨论
时 间：17:00—17:15

闭幕式

地 点：线上直播
时 间：17:20-17:30
主持人：刘长全，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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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简介

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成立于 1979 年，是由林业、畜牧业、渔业相关的
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及其他个人等组成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依法注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学
会。目前，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下设林业经济专业委员会、畜牧业经济专业
委员会、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饲料经济专业委员会、肉牛经济专业委员会和
养猪经济专业委员会等 6 个分支机构。近年来，学会在全体会员的鼎力支持下，
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产业经济高峰论坛和专题研讨会等途径，在推动中国林牧
渔业发展、政府决策咨询、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联系方式 ：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304 室
电话 ：（010）85196474
传真 ：（010）85196474
邮箱 ：csfafe@cass.org.cn
网址 ：www.csfaf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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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媒体对本次会议的支持！

《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   
《世界农业》杂志社
《林业经济》杂志社

《中国渔业经济》编辑部
《中国畜牧杂志》杂志社

《农业展望》编辑部
《中国饲料》杂志社

《中国畜牧兽医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