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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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中国）高端论坛"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Animal Intestinal Ecology and Health
in China Summit Forum”（IAIEH 论坛）

（第一轮通知）
时间：2022 年 11 月 18-20 日

地点：福建 厦门泰地万豪酒店

（大会详情请关注行业各大网络平台 ）

社会转型的复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新冠疫情带给市
场与消费持续影响，中国畜牧饲料养殖行业在多重负面因素叠加与各种转型压力下砥
砺前行，伴随“稳中求进”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地，信心十足的农牧行业未来在一片助威声
中探索出发，围绕“倡导动物肠道健康

回归营养吸收本源”不变的主题，盛邀来自全

球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际知名教授、国内院士以及
动物营养学者和行业应用专家，继续采取“云端视频直播互动”与“现场主题演讲答
疑”结合，从中国市场实际出发，以运用落地为支撑，为行业带来国际前沿最新资讯与
实用案例，为构建全面禁抗后时代行业生态、饲料原料筛选与效率提升应用案例、推行
低碳环保养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等高效优质发展贡献论坛的力量！

一、 “IAIEH”论坛亮点
1、全球知名外宾教授团队云端视频直播；
2、多名院士、专家联袂；
3、全面禁抗后时代行业生态构建方案专场；
3、饲料原料筛选与效率提升应用案例；
4 、“剑萍肠识”—论坛全程线上线下靓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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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AIEH 论坛”组织
（一）主办单位
国际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论坛联盟（IAIEH 联盟）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二）战略合作单位
正大生物

（三）特别支持单位
动物营养与人体健康实验室

（四）支持单位
福建省饲料工业协会
湖南师范大学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国际联合实验室
中国农学会微量元素与食物链分会
Animal Nutrition 杂志
AgLink（爱领）农牧全球智库平台
厦门市饲料工业协会

（五）品牌战略合作
思勰（成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六）协办单位
乐达（广州）香味剂有限公司
广州英赛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伊士曼（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帝斯曼维生素（上海）有限公司
哈姆雷特（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艾杰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泽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菲迪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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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牡丹饲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比利时壹诺有限公司
北京博克沃特科技有限公司
（诚邀中）

（七）赞助单位
北京博利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派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圣鹏科技有限公司
（诚邀中）

（八）承办单位
北京博克迪尔文化有限公司

三、论坛主要内容
（一）全面禁抗后时代行业生态构建方案专场
（二）饲料原料筛选与效率提升应用案例
（三）部分主题报告与演讲嘉宾
1、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 of pig gut health
猪肠道健康研究最新研究趋势（题目暂定）
演讲嘉宾：印遇龙院士 中科院亚热带生态农业研究所
2、Waterfowl nutrition and intestinal health
水禽营养与肠道健康（题目暂定）
演讲嘉宾：侯水生院士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3、Animal nutrition and intestinal health
动物营养与肠道健康（题目暂定）
演讲嘉宾：谯仕彦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4、Challenging to resolve the paradox in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garlic organosulfur compounds
from gut microbiome 从肠道微生物探索大蒜含硫化合物的抗菌性之谜
演讲嘉宾：Dr. De-xing Hou 日本鹿儿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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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urr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nanotechnology in animal production
纳米技术在动物生产上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演讲嘉宾：Dr. Song Liu,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生物工程系教授
6、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transmission through feed
非洲猪瘟病毒通过饲料传播
演讲嘉宾：Dr. Chad Paulk 美国堪萨斯州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7、Functional amino acids and gut health in pigs
猪功能性氨基酸与肠道健康
嘉宾嘉宾: Dr. Dan Columbus，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8、Red osier dogwood extracts as alternatives to in-feed antibiotics in livestock
红柳山茱萸提取物作为牲畜饲料中抗生素的替代品
演讲嘉宾：Dr. Chengbo Yang,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9、Vitamins and gut Health - recent advances in poultry nutrition
维生素与肠道健康 - 家禽营养新进展

演讲嘉宾：Dr. Xixi Chen
10、Nutritional regulation of gut function in calves 犊牛肠道健康的营养调控

演讲嘉宾：Dr. Michael Steele，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11、Pet nutrition and intestinal health

宠物营养与肠道健康（题目待定）
演讲嘉宾：Dr. Maria Cattai de Godoy,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12、Impacts of intestinal health and mucosa-associated microbiota on growth of nursery pigs

肠道健康和黏膜相关微生物群对保育猪生长的影响
演讲嘉宾：Dr. Sung Woo Kim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动物科学教授
13、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managing gut health in poultry
一种管理家禽肠道健康的生态学方法
演讲嘉宾：Dr. Peter Ferket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家禽系杰出教授和系主任
14、题目待定 （家禽方向）
演讲嘉宾：Dr. Samuel Rochell 美国奥本大学家禽系教授
15. 题目待定 （水产方向）
演讲嘉宾：Dr. Dominique Bureau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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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物营养与肠道健康”论文征集须知
为了推动行业科技进步，鼓励科研同仁的关注并参与本届论坛相关学术交流活动，论坛组委会决
定将广泛征集“动物营养与肠道健康”为主题的相关文章，以内部资料形式编辑成集；并举行优
秀论文评奖活动。文章需是尚未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专题报告、调查报告及文献综述等。经过
评审的优秀论文根据文章质量和作者意愿将推荐入选《Animal Nutrition》等专业杂志。论坛投稿
至 dwcdjklt@163.com 邮箱，论文征集联系人：王老师 15910457365。投稿详细信息请见行业相关
平台资讯。论文投稿截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15 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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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师生及相关研究所科研人员。

五、会议费标准及食宿安排
1、会务费：会议费 1800 元/人（会前报名 1500 元/人，现场缴费 1800 元/人），凭学生证报名参
会 8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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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1）登陆大会在行业的公共宣传平台下载“报名回执”，填写并传真 010- 82796366 报名或者发
邮件至 493147146@qq.com 报名；
（2）电话报名：010-62896620 传真：010-82796366
联系人：王老师（1591045736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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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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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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