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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昆虫产业化大会暨 

镇江农业绿色发展大会”的通知 
（第三号） 

 

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昆虫产业发展，中国昆虫学会昆虫产业化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18 年 7月在江苏省镇江

市召开“第二届全国昆虫产业化大会暨镇江农业绿色发展大会”。热忱欢迎全国与昆虫有关的科学家、教育家和

企业家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得到镇江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农业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将为与会代表提供一个学术

交流、成果展示以及项目合作的良好平台。大会将邀请众多著名专家和企业家，围绕昆虫产业化，展示应用基

础研究成果，分享成功经验，展望发展趋势。大会也热忱欢迎相关企业参会并展示技术和产品。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和规模：  

（一）会议主题：生态循环 绿色发展 

（二）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17-20 日 

（三）会议地点：镇江市明都大饭店（华怡厅） 

江苏省镇江市智慧大道 470 号；会议不设接送站，建议代表选择高铁前往会议酒店。 

（四）会议规模：350-400 人 

二、会议内容及日程安排： 

（一）会议内容： 

7 月 17 日：报到，晚 19 时召开第二届昆虫产业化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7 月 18 日-19 日上午：大会报告；19 日下午：分组报告 

7 月 20 日：离会或科学考察（见附件，由旅行社安排，自愿参加） 

（二）日程安排：（大会报告：25 分钟演讲，5 分钟提问。分组报告演讲和提问不超过 15 分钟）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主持人 备注 

17 号 19:00-21:00 第二届昆虫产业化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孟晓星汇报会议筹备工作；讨论下一

步的工作（委员会会议、大会） 

黄大卫 

小会议室 

全体委员 

孟晓星 

18 日 8:00-8:40 开幕式：专业委员会主任致开幕词；领导

讲话；院士讲话 
陈晓鸣 

 

8:40-9:00 合影   

9:00-12:00 大会报告（4 个） 张雅琳  

14:00-17:00 大会报告（8 个） 韩日畴  

19 日 8:00-12:00 大会报告（7 个） 
雷朝亮 

万方浩 

 

14:00-17:30 分组报告 杨茂发  

14:00-17:30 座谈会：企业发展 李世军 

庞建军 

张亦飞 

50 人会议室，

自由参加 

14:00-17:30 座谈会:昆虫产业发展中的科技研发和创

业 

赖仞 

刘玉升 

50 人会议室，

自由参加 

18:00-18:15 闭幕式：张亦飞副主任致闭幕词 李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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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安排如下： 

 姓名 工作单位、职务 报告题目 

1 吴孔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昆虫迁飞行为与生防产品产业

化 

2 黄大卫 南开大学教授、昆虫产业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昆虫产业前景与昆虫产业化专

业委员会发展对策 

3 曾  建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资本市场与中小企业上市概述 

4 李世军 
湖北七里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昆虫产业化

委员会副主任 

助力昆虫产业发展，搭建综合

平台 

5 张大伟 中国科学院天津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枯草芽孢杆菌蛋白表达及其在

昆虫产业中潜在应用 

6 庞建军 
天津健钧融科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昆虫产业化

委员会委员 

昆虫天敌替代寄主产业化与农

业生产结合的新模式 

7 韩日畴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昆虫产

业化委员会副主任 
家蝇的规模化养殖 

8 罗心宇 北京石探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博士 昆虫与未来科学教育 

9 刘玉升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昆虫产业化委员会副主任 
昆虫资源产业推进的山东模式

剖析 

10 高  飞 山西昇力元保健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昆虫在医药保健品领域食药产

业化应用前景 

11 张亦飞 
江苏迪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昆虫产业化

委员会副主任 

利用资源昆虫产业推动绿色循

环农业发展_助力精准扶贫 

12 赖  仞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昆虫

产业化委员会副主任 
节肢动物活性多肽发掘及利用 

13 郎颖菲 山东郎氏虫业董事长 
昆虫产业推进的问题、实践和

经验 

14 魏永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产业化委员会委员 
蝴蝶——翅膀上的财富（中国

蝴蝶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 

15 徐功达 嘉兴慧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机废弃物生物转化 

16 刘  曼 
贵州省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昆虫产业化委员会

委员 

贵州省中华蜜蜂饲养现状及蜂

产品质量评价 

17 刘吉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药物设计驱动的新型苹果蠹蛾

信息素先导发现 

18 曹成全 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昆虫产业化委员会委员 
萤火虫和爬沙虫在乡村振兴中

的发展模式探索 

19 程清泉 河南省济源白云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依托昆虫产业，发展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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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截止 7月 2号） 

1 易传辉 西南林业大学   胡蜂人工养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魏讯凡 中科院动物所 昆虫壳聚糖吸附金属离子的应用研究 

3 侯红霞 中科院动物所 肽聚糖识别蛋白助力昆虫抵抗致病菌侵染 

4 戎晶晶 中科院动物所 昆虫表皮微观结构的功能和应用 

5 隋卓筱 中科院动物所 几丁质的生物提取方法与发展 

6 林宇博 中科院动物所 昆虫围食膜蛋白的研究进展 

7 孙明霞 中科院动物所 Effective Color Regulation of the Flexible Scales of 

Lycaenid Butterfly Wings in Multiple Directions  

8 赵帅 贵州大学 九香虫抗癌初步研究 

9 王乐 遵义医学院 基于蛋白磷酸酶PP2A分子靶点的斑蝥素酸镁抗肝癌作

用机制的初步研究 

10 陈航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

所 

五倍子虫瘿单宁富集的分子机制 

 

三、会议费、缴费方式及回执截止日期： 

（一）会议费： 1400 元/人 

（二）缴费方式：会前汇款、现场缴费和刷卡，汇款时请注明参会人姓名、单位和“昆虫产业化会议”字样，

汇款后，将汇款扫描件通过邮件发给学会，并提供有效邮箱地址，学会将提供电子发票（与

纸质发票同等效应）并在开具后发到您的邮箱，请自行查收打印。具体汇款信息如下： 

                户    名：中国昆虫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63471 

（三）回执截止日期：请欲参会但尚未提交回执的代表尽快将回执发给学会，以便学会安排会议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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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宿及交通：大会统一安排会议用餐，住宿费及交通费自理。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请与会代表配合。 

    住宿：镇江明都大饭店：标间：358 元/间/天；豪标（单间）：458 元/间/天； 

行政单间：480 元/间/天；商务套房：680 元/间/天。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企 业 联 系 人：张亦飞  13605289858；13605289858@163.com  

会议回执联系人：孟晓星  13683513637；entsoc@ioz.ac.cn 

 

主办单位：中国昆虫学会昆虫产业化专业委员会、资源昆虫专业委员会 

          镇江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江苏迪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承办单位：中国昆虫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 

云南滇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 日 

 

 

   参加第二届全国昆虫产业化大会会议回执 

 
姓名 性别 职务 工作单位 税号 邮箱 电话 申请报告及题目 住宿标准（单、标、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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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镇 江 一 日 考 察 行 程 

 

上午酒店接客人后前往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金山寺】，金山寺有许多历史典故与动人

传说，《西游记》中唐僧的传奇经历，《白蛇传》水漫金山，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妙高台苏东

坡赏月起舞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若碧玉浮江。游览【西津渡古街】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

山麓。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区，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

所在中餐后游览【南山】江南唯一的长寿之山。途经幽栖古道、一线天、枣林水库和大黄山

等。空气清新，景色怡人。是《昭明文选》的诞生地，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为著名的赏杜

鹃圣地。最后游览【醋文化博物馆】隶属于百年恒顺集团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是国内

首个专业性主题醋文化博物馆。该馆是江苏省“十一五”百项重点文化建设项目之一，被列

入“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也是镇江市第一个集文化遗产保护、科普教育、工

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展馆。老作坊展区让您体验百年醋文化。 

 

报价：280 元/人  （30-40 人） 

报价包含： 

门票：金山、南山、醋博 

餐费：2正餐 

车费：旅游大巴车，每人一个正座 

导服：含导游服务费 

保险：旅游保险 

 

游客须知： 

1、如遇特殊情况，旅行社及导游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的考

察顺序，及住宿酒店变更，如遇天气原因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考察行程变化和景点

减少，本社只负责退还门票差额，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2、购物属个人行为，请慎重考虑，旅行社不代为退换。 

3、外出考察请注意安全，游览景点时“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自由活动期间最好两人

以上同行，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4、在自由活动期间不派导； 

5、外出考察请带好有效身份证，保管好贵重物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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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镇 江 二 日 考 察 行 程 
第一天：上午车赴南京游览【中山陵】了解辛亥革命历史以及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思想。

中山陵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均取得极好的效果，音乐台、

光华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永丰社、永慕庐、中山书院等建筑众星捧月般

环绕在陵墓周围，构成中山陵景区的主要景观，色调和谐统一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既有深

刻的含意，又有宏伟的气势，且均为建筑名家之杰作，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中国

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后游览【总统府】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292 号，是中国近代建

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后游览【玄

武湖】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东枕紫金山，西靠明城墙，北邻南京站，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内

公园，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被誉为“金陵明珠”，现为国

家重点公园、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最后逛中国四大小吃群之一的【夫子庙】，欣赏南京的

母亲河秦淮河，品尝南京的各色特色小吃。最后返回镇江。特别备注：中山陵和总统府周一

闭馆！ 

第二天：上午酒店接客人后游览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金山寺】，金山寺有许多历史典故与

动人传说，《西游记》中唐僧的传奇经历，《白蛇传》水漫金山，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妙高台

苏东坡赏月起舞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若碧玉浮江。游览【西津渡古街】位于镇江城西的

云台山麓。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区，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

脉”所在最后游览【醋文化博物馆】隶属于百年恒顺集团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是国内

首个专业性主题醋文化博物馆。该馆是江苏省“十一五”百项重点文化建设项目之一，被列

入“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也是镇江市第一个集文化遗产保护、科普教育、工

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展馆。老作坊展区让您体验百年醋文化。 

报价：460 元/人  （30-40 人） 

报价包含： 

门票：总统府、金山、醋博 

餐费：4个正餐 

车费：45 座车旅游大巴车、每人一正座 

导服：含金牌导游服务费 

保险：旅游保险 

 

游客须知： 

1、如遇特殊情况，旅行社及导游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的游

览顺序，及住宿酒店变更，如遇天气原因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游览行程变化和景点

减少，本社只负责退还门票差额，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2、购物属个人行为，请慎重考虑，旅行社不代为退换。 

3、外出旅游请注意安全，游览景点时“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自由活动期间最好两人

以上同行，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4、在自由活动期间不派导； 

5、外出旅游请带好有效身份证，保管好贵重物品，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