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农业现代化，种业是基础。中央一号文件、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都强调，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我国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种
业翻身仗”已提上日程，足见中央对种业的重视，以及种业“破卡”的决心。
近年来，我国种业科技和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自主选育的粮
食种子品种种植面积占到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猪牛羊等畜
禽和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了
75% 和 85%。总体来说，农业用种安全有保障，风险可控。
但同时，国内种业发展仍存在不少的不适应性和短板弱项。例如，品种水平差
距比较明显，种业自身问题较突出，缺乏高品质及有特殊功能的品种。当前，世界种
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生物育种
科技革命，我国种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我们抓住时代机遇、加快创新，打好种
业翻身仗。
南繁，是种业加速器的代名词，被誉为“中国饭碗”的底座。它能加快育种速度，
扩大选择空间，加快“卡脖子”问题的解决。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加快
建设南繁硅谷。新阶段下，南繁硅谷担起提升种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新使命。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是适应时代要求、具有国际视野、展示中国
特色、体现高端品质的盛会，对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具有现实意
义。大会于 3 月 20—24 日在三亚举行，设置 1 场主论坛 +13 场分论坛，29 位院士
云集，100 多位国内外专家作精彩报告，2000 多位参会人员，种业头部企业汇聚，
把握历史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共商破解种业“卡脖子”难题，共谋南繁硅谷和种业
高质量发展。
凝心聚力、务实笃行，共创种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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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会议和展览地点：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亚希尔顿格芮精选酒店

扫码获取

参观活动地点：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

电子议程

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展示点、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乐东南繁基地展示区、陵水南繁基
地展示区

日期

时间

论坛名称

地点

3 月 20 日

9:00-17:30

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主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全厅

分论坛
3 月 20 日

9:30-16:50
第二届生命科学前沿及种子创新高峰论坛

三亚希尔顿格芮精选酒店

9:00-16:30

水稻产业链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 A 厅

9:00-17:00

玉米产业链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D厅

9:00-15:40

蔬菜种业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 C 厅

9:00-17:35

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1B4

9:00-16:40

南繁产业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 B2B5

9:00-11:40

数字种业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3B6

14:00-16:40

果树种业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3B6

9:00-17:30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D厅

9:00-17:30

全国畜禽种业创新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1B4

9:00-17:30

全国水产南繁种业发展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2B5

9:00-17:50

农垦种业论坛

会展中心三楼B3B6

8:30-12:00

现代种业产业园发布会

会议会展中心三楼C厅

3 月 20-22 日

9:00-17:30

展览展示

会展中心一楼A+B厅

3 月 23-24 日

9:00-17:30

参观活动

8:30-18:05

3 月 21 日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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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议程

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主论坛
3月20日 9:00-17:30 会展中心三楼全厅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8:50-9:00

播放宣传片
中国种子

领导讲话
9:00-10:04

协会会长
嘉宾致辞

10:04-10:24

主持人

张延秋

生物育种发展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家洋

10:24-10:45

休息
国际种子联盟（ISF）秘书长致辞

10:45-10:55
亚太种子协会秘书长致辞
颁发“张海银种业促进奖”
10:55-11:05

海南省农业

为部分“2020 年中国种子行业 AAA 级信用企业”颁发牌匾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分别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举行签约仪式

11:05-11:35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打好种业翻身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万建民

11:35-11:50

金融支持南繁发展 助力种业翻身仗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助理 朱远洋

11:50-14:00
建设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刘忠松

14:15-14:30

海南发展种业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刘作凯

不忘南繁初心 承载战略使命以高标准科技城
建设铸造“南繁硅谷”科技强核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俊

14:45-15:00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 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军

15:00-15:30

全球植物新品种保护最新进展

Upov 副秘书长 Peter Button

15:30-16:00

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
持续提升民族种业竞争力

16:00-16:30

会聚全球种业资源，打好种业翻身仗

16:30-17:00

中国农业创新发展 拜耳躬身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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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刘忠松

午餐及午休

14:00-14:15

14:30-14:45

农村厅副厅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马德华
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业务战略和业务拓展
总经理 宋维波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Alfonso Alba

中国种子协
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蒋协新

第二届生命科学前沿及种子创新高峰论坛
3月20-21日 三亚希尔顿格芮精选酒店
日期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09:30-10:05

家养动物的驯化与基因组多样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亚平

10:05-10:40

全球气候变化对光合作用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匡廷云

休息

3 月 20 日

11:00-11:35

基因编辑助力作物育种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朱健康

11:35-12:10

水稻耐寒分子网络解析与设计潜力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种康
午餐

14:00-14:35

高产优质水稻设计育种与未来种子创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李家洋

14:35-15:10

稻米品质的遗传改良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万建民

15:50-16:25

国家作物种质库现状和未来思考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钱前

16:25-16:50

地方猪生物育种关键技术与种质提升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印遇龙

08:30-08:55

突破种源瓶颈，端牢中国饭碗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孔令让

08:55-09:20

An integrative view of plant immunity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辛秀芳

09:20-09:45

水稻高光适应的分子机制

河南大学教授 张立新

09:45-10:10

植物 - 微生物共生及营养吸收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王二涛
休息

10:30-10:55

玉米基因组的调控区域和结构变异

中国农业大学 赖锦盛

10:55-11:20

小麦适应性进化：分化与融合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鲁非

11:20-11:45

鱼类生殖和性控育种相关因子鉴定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胡炜

午餐
3 月 21 日

14:00-14:25

植物基因组引导编辑及作物改良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彩霞

14:25-14:50

跨界 RNAi 介导的靶向性棉花种质创新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郭惠珊

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研究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王克剑

14:50-15:15
15:15-15:40
15:40-16:05

从“古早”品种中寻找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
钥匙
作物深层表型的采集与提取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储成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降雨强

休息
16:25-16:50

基因组时代大豆分子设计育种思考与探索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志喜

16:50-17:15

大豆分子设计育种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冯献忠

17:15-17:40 玉米籽粒机收关键性状遗传基础和品种选育
17:40-18:05

核能育种研究现状与展望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贺岩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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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议程

水稻产业链发展论坛
3月21日9:00-16:40 会展中心三楼A厅
独家赞助单位：天府现代种业园
时间

题目

09:00-09:30

2016-2020 年度水稻良种联合攻关汇报

09:30-10:00

中国粳稻发展趋势与育种策略

10:00-10:10

报告人

主持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农
业农村部水稻良种攻关组秘书长 胡培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 陈温福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四方签约仪式

中国种子协会国际合
作分会会长 张琴

10:10-10:20

休息

10:20-10:50

水稻基因组编辑技术及种质创新

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王克剑

10:50-11:20

2020 水稻种子市场分析报告

中国种子协会水稻分会会长 孙卫华
午餐及午休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杂交水稻“走出去”成功探索与发展趋势

中国种子协会国际合作分会会长 张琴

广东优质稻育种与稻米品牌创新—我国大农
业的世纪机遇
超级杂交稻成功实践与种业发展思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周少川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湖南袁创超
级稻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邓启云

会会长 孙卫华

15:30-15:40

休息

15:40-16:00

授牌，天府现代种业园报告推介

16:00-16:30

6

粮食产业共赢之路

中国种子协会水稻分

中粮贸易南良（岳阳）有限公司谷物部经理、
中纺农业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巍

玉米产业链发展论坛
3月21日9:00-17:15 会展中心三楼D厅
独家赞助单位：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09:00-09:05

主持人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文聪致辞
农业农村部玉米良种攻关联合体秘书长

09:05-09:45 玉米种质资源与良种攻关情况报告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天宇

09:45-10:15

如何打好玉米种业翻身仗

10:15-10:25

全球玉米育种现状及趋势

中国种子协会玉米分
会会长 侯云鹏

休息

10:25-11:10 全球玉米产业发展情况及前景分析

11:10-11:40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玉米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李新海

国科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田冰川
斯泰种业公司总裁 Harry Stine
科迪华农业科技集团种子研发总监 Dave Bubeck
午餐及午休

14:00-14:35

14:35-15:10
15:10-15:45
15:45-16:05

我国青贮玉米品种产业现状及发
展建议

中国种子协会青贮分会会长
北京顺鑫国际北农玉分公司总经理
成广雷

鲜食玉米种业持续创新，促进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

产业链更好发展

赵久然

生物育种的价值及对中国种业的
意义

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兼作物科技产业总裁 刘石

授牌，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推介

河南技丰种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16:05-16:15

休息

李继军

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绍江、先正达集团中国政府事务
16:15-17:15

对话生物育种

总监张孟玉、隆平高科副总裁、隆平生物技术（海南）
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河南技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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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议程

蔬菜种业发展论坛
3月21日9:00-15:40 会展中心三楼C厅
赞助单位：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
时间
09:00-09:05

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中国种子协会顾问组长 李立秋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

09:05-09:35

我国特色蔬菜种业十四五展望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蔬菜首席科学家
邹学校

09:35-10:05

跨国公司的蔬菜种质创新和品种选育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副院长、育种平台主任 张兴平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大宗蔬菜首席科学家、中国

10:05-10:35

我国大宗蔬菜育种主要进展与问题分析 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种子协会常务理事
杜永臣

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

10:35-10:45

休息

公司总裁
马德华

10:45-11:15

蔬菜种子质量提升及检测技术

11:15-11:45

我国食用菌种业现状与挑战

11:45-11:55

农业农村部蔬菜种子质量检验检测监督中心常务副主任
徐秀兰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食用菌首席科学家
中国种子协会食用菌分会会长 张金霞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推介
午餐及午休

14:00-14:30

西瓜甜瓜品种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14:30-15:00

蔬菜生物技术育种研究与应用

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国家蔬菜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 许勇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大宗蔬菜岗位专家、华中农 海南农垦南繁
业大学教授 叶志彪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

15:00-15:10
15:1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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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推介
企业转型的做法与体会

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总经理 郭少龙

王晖

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展论坛
3月21日9:00-17:35 会展中心三楼B1B4厅
独家赞助单位：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忠松

中国种子
贸易协会
秘书长
田伟红

嘉宾致辞

09:00-09:20

三亚市副市长周俊致辞

致辞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 张陆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常皓
主题一、签约活动

09:20-09:30

签约活动：协同推进农业对外合作与农业投资促进合作框架协议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 冯勇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常皓
主题二、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下种业发展

09:30-09:50

自贸港背景下种质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万建民

09:50-10:10

加快推进南繁种业知识产权特区建设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杨雄年

10:10-10:30

动植物种质资源惠益分享机制探索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宗文

10:30-10:40

休息

10:40-11:00

自贸港背景下海南种业未来发展趋势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 罗杰

11:00-11:20

推动第三方机构检验检疫结果互认

中国检科院植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 李尉民

11:20-11:40

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对外合作发展现状与建议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专项融资部非贷中心
负责人 黄莹

中国种子
贸易协会
秘书长
田伟红

午餐及午休
主题三、种业对外合作发展经验交流
14:00-14:45

种业国际化发展经验分享：1. 王世才，中农发集团有限公司科委会种植业板块专家（15 分钟）
2. 张孟玉，先正达集团中国政府事务总监（15 分钟）
3. 徐锐钊，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15 分钟）

14:45-15:05

种业国际合作

国际种子联盟秘书长 Michael Keller

15:05-15:25

农业对外合作“两区”建设情况及种业创新
发展思考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项目管理处副处长
耿建忠

15:25-15:35
15:35-15:55

农业农村
部对外经
济合作中
心副主任
冯勇

休息
授牌，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推介

15:55-16:15

中欧投资协定对海南自贸港的影响

南京农大经管学院院长 朱晶

16:15-16:35

海南自由贸易港背景下进境动植物种质资源
检验检疫与生物安全保护的思考

海口海关动植物检疫处科长 张思春

16:35-16:55

RCEP 与中国农业发展的机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李春顶

16:55-17:15

自贸港政策优势下农业企业集群走出去发展
策略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刘剑

17:15-17:35

全球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推介

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淼

农业对外
合作办公
室副处长
耿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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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议程

南繁产业发展论坛
3月21日 9:00-16:30 会展中心三楼 B2B5
独家赞助单位：大北农集团作物科技产业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9:00-9:30

建设自贸港与南繁产业新机遇

9:30-10:00

基因编辑助力生物育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张启发
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
研究中心主任 朱健康

10:00-10:30

水稻南繁科研育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谢华安

10:30-11:00

南繁生物安全潜在风险分析及其应对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郭安平

11:00-11:10

主持人

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
郭安平

休息
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所长钱前、海南九圣禾农业科学研究院

11:10-12:10

对话 : 南繁种质资源共享、南繁成果高效 有限公司高雪飞总经理、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崖 州 湾 科 技 城 管
转化的机制创新

有限公司总裁王晖、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理局副局长 李健
究所谢旗博士、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
长杨小峰博士
午餐及午休

14:00-14:30

南繁产业与金融服务创新

海南省对外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 莫壮才

14:30-15:00 南繁基地标准化建设和创新服务模式探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曹兵

15:00-15:10

休息

15:10-15:30

授牌，大北农作物产业金色农华公司推介

15:30-16:00

南繁硅谷产业培育与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陈冠铭

16:00-16:30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冷链物流的创新服务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市场开发总监 陈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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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子协会
副会长 邓光联

数字种业论坛
3月21日9:00-11:40 会展中心三楼B3B6厅
独家赞助单位：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09:00-09:30

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推进路径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 王小兵

09:30-10:00

信息技术在农作物育种中的应用

10:00-10:30

数字化工具在提升植物育种技术上的应用

主持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春江
堪萨斯州立大学 Jesse Poland 博士

大北农集团常务副
总裁兼作物科技产
业总裁 刘石

10:10-10:40

休息

10:40-11:10

授牌，拜耳（中国）有限公司推介

11:10-11:40

数字化智能种苗工厂应用探索

山东安信种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吉书

果树种业论坛
3月21日14:00-16:40 会展中心三楼B3B6厅
时间

题目

14:00-14:30

香蕉种质创制与良种繁育技术研究进展

14:30-15:00

芒果优异资源发掘及品种选育

15:00-15:30

苹果育种及其产业化

报告人

主持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香蕉首席科学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谢江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所所长
陈业渊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孙建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 郭安平

15:30-15:40
15:40-16:10
16:10-16:40

休息
海南农垦热带珍稀水果引进试种与示范 海南省农垦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推广

李智全

海南荔枝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副所长 胡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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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议程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3月22日9:00-17:30 会展中心三楼D厅
赞助单位：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书记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党组书记 夏君丽
致辞
09:00-09:30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杨雄年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肖超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 崖州湾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杨雄年

分子检测实验室”揭牌仪式

与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李健

09:30-09:40

休息
种业市场监管重点工作介绍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市场监管处副处长 吕小明

10:10-10:40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司法保护与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 周翔

11:10-11:40

MNP 等标记新方法及其在植物品种鉴
定中的应用
《2020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案例》
解读

发展中心植物新
品种测试处处长

09:40-10:10

10:40-11:10

农业农村部科技

陈红

江汉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教授 彭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菊丹
午餐及午休

14:00-14:30

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及发展趋势

UPOV 理事会副主席、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员
崔野韩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高级顾问 John Duesing 博士

14:30-15:00

分子标记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应用

15:00-15:30

企业维权实践案例分享

15:30-16:00

转基因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分子标记协作组负责人

大北农集团作物

Barry Nelson 博士

科技产业副总裁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控法务部部长 江华 李军民
先正达集团中国知识产权律师 胡国群

16:00-16:20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推介

16:20-16:30

休息
嘉宾：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夏君丽副院长、海南省种
子总站站长刘春光、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李健、

16:30-17:30

对话：共商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崖州 UPOV 理事会副主席、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研究
湾科技城建设种业知识产权特区

员崔野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菊丹、
先正达集团中国知识产权律师胡国群、山东登海先锋种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封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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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知识产权
法院副院长 谢
廷光

全国畜禽种业创新发展论坛
3月22日9:00-17:30 会展中心三楼B1B4厅
赞助单位：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 时建忠
09:00-09:15

领导致辞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周燕华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赵英杰

09:15-09:45

畜禽产业发展对种业的需求

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 时建忠

09:45-10:15

我国畜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 李希荣

10:15-10:25

国科现代农业
产业科技创新
研究院 田冰川

休息

10:25-10:55

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发展探讨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陈瑶生

10:55-11:25

我国肉鸡育种发展历程

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文杰

11:25-11:55

奶牛种业技术现状与展望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张胜利
午餐及午休

14:00-14:20

科技创新推动蛋鸡种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杨宁

14:20-14:40

海南地方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 刘光亮

14:40-15:00

热带牛羊种质资源的挖掘及其利用

海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王凤阳

15:00-15:20

海南家禽种质资源的挖掘及创新利用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顾丽红

15:20-15:40

海南省畜禽种业产业园布局与试点

海南省定安县副县长 盛占武

15:40-16:00

BT+DT 在畜禽育种中的应用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 王朝晖

16:00-16:10

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推介

16:10-16:25

休息

国科现代农业
产业科技创新

嘉宾：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国家生猪

研究院 田冰川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教授、国家蛋鸡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宁教授、中国畜牧业
协会会长李希荣、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常
16:25-17:30

如何构建我国畜禽育种核心竞争力—沙龙

毅副总经理、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赵云翔、海
南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红涛、海南农垦
草畜猪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胜敏、海南农垦草
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义书、海南（潭牛）
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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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议程

全国水产南繁种业发展论坛
3月22日9:00-17:30 会展中心三楼B2B5厅
赞助单位：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信邦种业有限公司，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领导致辞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刘忠松

院士致辞

中国科学院院士 鱼类遗传育种学家 桂建芳

十四五我国水产种业技术与工程的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坚之路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院长 包振民

09:36-09:56

鱼类远缘杂交技术的研究展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刘少军

09:56-10:16

我国海水鱼类种业发展进展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马爱军

09:00-09:16
09:16-09:36

10:16-10:26
10:26-10:46
10:46-11:06
11:06-11:26
11:26-11:46

海南热带海洋学

休息
在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石

院水产学院副院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刘晓春

斑鱼种业海南发展展望
在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金

主持人

长 黄海

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骆剑

鲳种业海南发展展望
在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东

厦门大学教授 柯才焕

风螺种业海南发展展望

在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罗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生物技术室主任
非鱼种业海南发展展望

杨弘
午餐及午休

14:00-14:20

14:20-14:40

在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的对
虾种业海南发展展望
南海深远海养殖装备（养殖工船）发
展展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 孔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所长 徐皓

14:40-15:00

南海深远海养殖发展思考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研究员 陈傅晓

15:00-15:20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应用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海洋渔业试验中心研究员 张海发

15:20-15:40

充分发挥企业在促进种业科技创新和
产业发展的载体作用

15:40-15:50
15:50-16:40

16:4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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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春仁
休息

如何提高我国水产育种核心竞争力 沙龙

如何做大做强水产南繁种业 - 中国企
业家沙龙

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科院水生所、中国水
产科学院、晨海水产董事长蔡春有、海南信邦种业总经
理李斌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正水产副总裁王平、宝路水产总裁赵章定、正大投资
控股集团海南区总裁张绍安、海大集团副总裁江谢武

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水产学院副院
长 黄海

农垦种业论坛
3月22日9:00-17:50 会展中心三楼B3B6厅
赞助单位：作物科学亚洲协会北京代表处、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

题目

09:00-09:15
09:15-10:15

主持人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李尚兰

中国农垦经济

领导致辞
打赢种业翻身仗：
发挥好种业企业国家队作用

10:15-10:25
10:25-11:25

报告人

发展中心副主

休息
南繁硅谷建设规划实施与海南自贸港政策带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给种业的机遇

党委副书记 王业侨

任 程景民

午餐及午休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坚持走种业育繁推一体化绿色发展道路 实
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集团优势、基地优势 扛起种业打好翻
身仗的责任和使命
充分利用西北玉米制种基地优势，加强垦区
合作，建设玉米制种龙头企业

17:40-17:50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付祥
宁夏贺兰山种业集团育种部经理 龚建国
海南农垦南繁

突破育种卡脖子技术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祝和安

应对世界种业巨头挑战
长三角战略中，农垦种业发展思路

中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怡

细分种业市场，在种业激烈竞争中求发
展——地神种业发展酿酒小麦的实践与思考
利用南繁硅谷优势，
走种业科企联合发展之路

17:30-17:40

安徽皖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军

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
王晖

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副董事 陈清林
海南农垦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强富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介
签署合作协议书（倡议书）

农垦种业联盟主席单位各企代表

现代种业产业园发布会
3月22日9:00-12:00 会展中心三楼C厅
独家赞助单位：肃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中国种子协会领导致辞
农业农村部规划司领导讲话

09:00-12:00

甘肃肃州区、海南崖州区领导讲话
肃州、崖州、四川邛崃种业园介绍发布
讨论、咨询、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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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为确保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顺利进行，请全体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注意以下事项 :

大会报到
时间：3 月 19 日 9：00—21：00

交通安排

经体温检测正常方可入场；
2、会议期间在密闭场所必须全程

3 月 23-24 日为大会参观活动的时

正确佩戴口罩；

地点：1、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间，组委会统一安排大巴前往三亚崖州

椰林酒店一楼大堂报到处（在椰林住宿

湾科技城、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

3、在会场或酒店用餐人员须依规

的注册人员、媒体）

基地、南滨农场品种展示点、三亚海棠

定在指定进餐区域、座位就餐，保持安

区水稻国家公园、乐东南繁基地展示区、

全距离，且完善自身防护措施（如口罩、

陵水南繁基地展示区。

洗手液等）；

2、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大王棕
酒店一楼大堂报到处（贵宾、嘉宾、在
大王棕和皇后棕住宿的注册人员）
3、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一楼参展商服务处（参展企业代表）

活动安排
会议和展览地点：天涯海角红树林

具体的行程和路线安排，请仔细阅

4、会议期间，报到处设置防疫用

读后附的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

品补给处，包括口罩和消毒用品，方便

谷论坛现场参观活动安排。

大家取用。

大会直播与报道

证件使用
（一）持贵宾证、嘉宾证、参会证、

国际会展中心、三亚希尔顿格芮精选酒

组委会证、工作证、媒体证、志愿者证

店

的人员可出入会场、用餐、乘车；
参观活动地点：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南滨

（二）会议期间请妥善保管证件，
切勿借予他人使用。

农场品种展示点、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
公园、乐东南繁基地展示区、陵水南繁
基地展示区

同声传译耳机领取

扫码收看论坛直播

大 会 主 论 坛（3 月 20 日） 提 供 同
声传译服务，需要领取同传耳机的与会

用餐安排
（一）早餐：7:00-8:30，凭房卡
在入住的酒店餐厅用餐；
用餐地点：入住椰林酒店的嘉宾在

者，请凭有效证件领取（身份证、护照、
驾驶证等），在会展中心三楼入口处领
取同传耳机，并在会后归还到领取处，
退回有效证件。

椰林酒店二层红磨坊餐厅用餐；入住皇
后棕酒店的嘉宾在大王棕酒店二层大王
棕餐厅用餐。
（二）午餐：12:00-14:00

扫码获取大会信息

疫情防控
1、所有与会者须凭海南健康码，

用餐地点 :

板块

会务板块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报到及会议资料

李少泽

18819266048
15010452706

大王棕餐厅（嘉宾、参会、媒体代表）
菩提餐厅（工作人员，凭餐券用餐）
（三）晚餐：18:00-20:00
用餐地点 :

住宿餐饮

张文艳

大王棕餐厅（嘉宾、参会、媒体代表）

参观活动交通

蒋越

13521195925

菩提餐厅（工作人员，凭餐券用餐）

参展商服务

陈迎

18054267018

新闻报道

赵帅

13051669003

发票

段乐乐

13911095761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大家分时段
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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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活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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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活动安排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现场参观活动安排
3 月 23 日活动内容和行程安排
（一）活动内容
1. 参观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承办单
位：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参观地点：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起步区（月亮岛）、南繁科
技城起步区、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展馆等。
2. 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
（承办单位：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
品种种植展示内容：展示 200 多家
企 业 的 311 个 品 种， 其 中： 玉 米 品 种
130 个，棉花、谷子、高粱、大豆新品
种 139 个，
“海南好米”水稻品种 42 个，
双季 3000 斤高产攻关水稻品种 1 个。
3.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
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展示点（承
办单位：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不提供午餐）

1. 大 会 将 统 一 安 排 大 巴 车 接 送 大

3 月 24 日活动内容和行程安排
（一）活动内容
1. 乐东南繁基地展示区（责任单位：
乐东广陵南繁服务有限公司）
品种种植展示内容：展示 10 多家
2. 陵水南繁基地展示区（责任单位：
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品种种植展示内容：展示 20 多家
企业的 130 个水稻品种。
（二）行程安排
路 线：8:30 皇 后 棕 酒 店 主 大 堂
门 口 出 发 → 9:30-11:30 陵 水 展 示 区

3. 自 行 前 往 的 人 员 需 自 行 解 决 用
餐。

联系方式
（一）参观咨询
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联系方式：
李静 13034972351
2.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
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
联系方式：
贾鸿宇 18976421053

→皇后棕酒店。

霍林杰 15290033065
3. 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

报名方式
请已注册报名参加 2021 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的参会人员于 3 月

1086 个。

20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参观活动

品种种植展示内容：展示 120 多家

描二维码报名；

费自理）→ 14:30-17:00 乐东展示区

高 粱、 大 豆 新 品 种 154 个， 瓜 菜 品 种

单位：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2. 参观活动的人员，请务必提前扫

→ 11:30–12:30 南繁酒店用午餐（餐

企业的 1636 个品种，其中：玉米品种

4. 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承办

家，请注意会场指示牌；

企业的 59 个玉米品种。

品种种植展示内容：展示 200 多家
223 个，水稻品种 173 个，棉花、谷子、

注意事项

稻国家公园→皇后棕酒店。（半天，

报名，凡 3 月 20 日以后报名的随机选
择参观路线。

联系方式：
陈灿 13982226599
刘士尧 18389599919
4. 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
联系方式：
袁经天 13876204837
汪德锋 18389245249
5. 乐东南繁基地展示区

企业的 510 多个水稻品种，分为中国种

联系方式：

子大会水稻展示区、“七大农作物育种”

李希勇 18289593529，

重点专项水稻育种项目展示区、企业展

李朝师 15008086869

示区等 3 个展示区。

6. 陵水南繁基地展示区

（二）行程安排

联系方式：

1. 路 线 一：8:30 皇 后 棕 酒 店 主 大

赵帅 18289762723

堂门口出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亚

高国富 13379905296

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 12:00 左

（二）报名咨询

右午餐（中午提供盒饭）→三亚崖州区

张凯：010-59195171

南滨农场红旗队→皇后棕酒店。

15666379939

2. 路线二：8:30 皇后棕酒店 G 层
（主大堂下面）出发→三亚海棠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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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敏：010-59195051，
13522316784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期间参观公共交通路线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一）公交线路

台二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友产业园—希尔顿酒店—崖州

1.D9 路：三亚火车站—三亚凤凰机场—崖州湾科技城管

湾科技城电影院—南山春苑

理局
2. 科技城内设有园区通勤车：南山春苑—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百泰产业园—逸海郡—寰岛小学—梦嘟嘟幼儿园—云海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G98 约 45 分钟，导航
定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
（一）公交线路

三亚动车站，乘坐动车到崖州站下车，乘坐崖州 2 路、4 路，

1. 从会展中心步行 500 米到边检站公交站，乘坐 58 路，

南滨农场站下车，乘坐展示中心电瓶车前往基地。

在南山花园站换乘 57 路，在南滨农场站下车，乘坐展示中心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电瓶车前往基地。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G98 约 45 分钟，导航

2. 从会展中心步行 300 米至华庭天下、海航学院公交站，

定位三亚崖州红旗队。

乘坐 21 路、54 路、49 路、32 路、50 路、10 路、36 路等到

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
（一）公交线路
从会展中心步行 300 米至华庭天下、海航学院公交站，乘
坐 21 路、54 路、49 路、32 路、50 路、10 路、36 路等到三
亚动车站，乘坐动车到崖州站下车，乘坐展示中心电瓶车前往

基地。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G98 约 45 分钟，导航
定位三亚崖州区马丹附近。

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
（一）公交线路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23 路、28 路、33 路、38 路公交车，湾坡风情小镇下车。

自行前往，导航定位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乐东展示区
（一）公交线路
从会展中心到动车站乘坐动车到黄流动车站下车，再乘坐
三轮车前往抱孔洋基地。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G98 约 75 分钟，导航
定位乐东县黄流镇抱孔洋国家南繁核心区。提前电话联系：李
希勇 18289593529 或李朝师 15008086869。

陵水展示区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G98 约 55 分钟，导航定位海南广陵南繁科技有限公司，再联系赵帅 18289762723 或高国
富 13379905296 带你们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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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单位名录

参展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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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赞助单位

展位号

赞助单位

T1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A3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T2

大北农集团作物科技产业

A4

广东省良种引进服务公司

T3

天府现代种业园

A5

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T5

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A6

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

T6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A7

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

T7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A8

肃州区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

T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9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A1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10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A2

海南波莲水稻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S1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赞助单位

展位号

赞助单位

S2

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F49

上海保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S3-4

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

F50

武汉上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1

青岛普兰泰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F51

上海泽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2-3

北京易科泰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F52

广州市淘仪贸易有限公司

F4

英唯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53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11

上海路阳仪器有限公司

F54

北京力高泰科技有限公司

F12

美国 HarvestMaster 测产系统中国总代
理——亿禾田园机械有限公司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F13

奥创生物技术（山东）有限公司

作物科学亚洲协会北京代表处

F14

北京康普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F28

北京德邦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29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

F31

武汉谷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32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33

石家庄博瑞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F35

北京速锐科技有限公司

F36

山东光明包装公司

F38

武汉楚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39

安莎种子集团

F40

北京天地园种苗

F41

贵州种子编辑部有限公司

F42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F43-44

河南泰隆经纬实业有限公司

酒泉市蓝翔园艺种苗有限公司

F45

北京澳作生态仪器有限公司

海南锦色春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F46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迪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F47-48

成都瀚辰光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海南宝路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信邦种业有限公司
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赞助

郑州鼎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联创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新锐恒丰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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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分布图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
展示推广中心新品种田间展示参观指南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同期将举办新品种田间展示活动，时
间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 -24 日，23 日
上午 8:00 地展基地将安排大巴车接送
各位参会嘉宾，其他时段，请各位嘉宾
自行前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
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导航定
位三亚崖州红旗队）。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中心地展共展出
200 多家企业的 1636 个品种，其中：
玉米品种 223 个，水稻品种 173 个，棉
花、谷子、高粱、大豆新品种 154 个，
瓜菜品种 1086 个。
有兴趣参观地展的嘉宾，请扫描二
维码报名，预留联系方式，以方便我们
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本次大会会刊
上、签到处均有报名二维码，也可电话
联 系： 小 贾，18976421053； 小 霍，
15290033065；小高，15936583253。
若各位嘉宾自行前往基地，可参照
以下路线图：
一、公交线路
1. 从会展中心步行 500 米到边检站
公交站，乘坐 58 路，在南山花园站换
乘 57 路，在南滨农场站下车，乘坐展
示中心电瓶车前往基地。
2. 从会展中心步行 300 米至华庭天
下、海航学院公交站，乘坐 21 路、54 路、
49 路、32 路、50 路、10 路、36 路 等

三、23 日上午大巴车接送

到三亚动车站，乘坐动车到崖州站下车，

若 您 想 23 日 上 午 参 观 地 展， 大 会

乘坐崖州 2 路、4 路，南滨农场站下车，

将 在 上 午 8:00 统 一 安 排 大 巴 车 接 送 大

乘坐展示中心电瓶车前往基地。

家，请注意会场指示牌，或联系：付斌，

二、出租车、自驾车路线

18500302171。

自行乘坐出租车、自驾车前往，走

※23 日上午集中参加的嘉宾，请勿必

G98 约 45 分钟，导航定位为三亚崖州

提前扫描二维码报名，方便大会统一安排

红旗队。

车辆。

22

三亚崖州区坝头村南繁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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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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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安马洋展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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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分布图

乐东县抱孔洋展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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