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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长寿乡生物与大健康高峰论坛 

——环境、食品、基因与健康长寿 

“世界长寿乡生物与大健康高峰论坛”定于 2019 年 11

月 16-17 日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召开，会议主题为“环境、

食品、基因与健康长寿”。本次会议将汇聚国内外环境、生

物与大健康领域的院士、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分享最

新研究成果、学术前沿动态，探讨环境、生物与大健康产业

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未来环境、生物与大健康产业发

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促进技术创新，

引领产业发展，共同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承办单位 

广东省科学院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人民政府 

广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华南应用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广东省微生物学会 

广东省食用菌行业协会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席：吴清平 

副主席：唐海英 

委  员：王小文、朱红惠、刘玉涛、马连营、张菊梅、

王东东、郭志龙、宋仲戬、杜娟 

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清平 

第一副组长：陈伟明 

常务副组长：刘彩波、朱红惠 

大会筹备工作办公室 

主  任：罗桂芳 

副主任：马连营、丘文慈、肖培彬、钟渊元 

二、会议内容 

（一）世界长寿乡生物与大健康高峰论坛 

1. 环境变化、生态安全与人类健康 

2. 生物安全检测、监测与防控 

3. 食品安全溯源与风险控制 



4. 生物资源、制造与精准营养 

5. 食药用菌与大健康产业 

6. 食药用菌新资源开发与利用 

7. 肠道微生物与健康长寿 

8. 基因大数据与精准医疗 

9. 医疗器械与智能制造 

10. 生物医药与健康中国 

（二）生物与大健康高科技研究成果展览 

国内主要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研究成果展览。 

参展单位需提供以下内容，用于展板制作和成果推介： 

1. 单位简介：300-500 字，附高清图片； 

2. 该领域重点成果介绍（至少 3 项），每项 300-500 字；

附高清图片； 

3. 相关领域成果目录； 

4. 成果实物（请务必注明实物单位和实物名称，直接寄

送至：广东梅州蕉岭县蕉华工业园区管委会机关大院办公室，

钟渊元，13560967086）。 

（三）参观广东梅州蕉华工业园 

三、会议组织形式 

本次论坛全部为大会特邀报告，设置院士论坛、专家论

坛。 

四、会议时间与地点 





附件 1：大会报告安排 

序号 报告人 报告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曲久辉 院士 09:00-09:30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 孙宝国 院士 09:30~10:00 北京工商大学 校长 

3 石  碧 院士 10:00~10:30 四川大学 

4 瞿金平 院士 10:40~11:10 华南理工大学 

5 朱蓓薇 院士 11:10~11:40 大连工业大学 

6 张  偲 院士 11:40~12:10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7 岳国君 院士 13:10~13:40 国投集团 

8 陈  坚 院士 13:40~14:10 江南大学 校长 

9 吴丰昌 院士 14:10~14:4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0 吴清平 院士 14:40~15:10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11 兰  平 教授 15:20~15:35 中山大学 副校长 

12 陈  卫 教授 15:35~15:50 江南大学 副校长 

13 叶文才 教授 15:50~16:05 暨南大学 副校长 

14 马延和 研究员 16:05~16:20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所长 

15 谭  琦 研究员 16:20~16:35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16 陈  声 教授 16:35~16:50 香港城市大学 

17 张名位 研究员 16:50~17:0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18 雷红涛  教授 17:05~17:20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院长 

19 黄家兴  教授 17:20~17:35 香港理工大学 

20 陈雪峰  教授 17:35~17:50 陕西科技大学 



附件 2：参会回执 

 

世界长寿乡生物与大健康高峰论坛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工作单位  

是否住宿  

是否投稿  

 

 

请于 11月 10日前将回执发送至组委会邮箱或手机扫描上图二维

码进入“微报名”，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报名。谢谢！ 

联系人：郭志龙 

E-mail: forum2019@gdim.cn 

传真：020-87684587 

电话：020-87137506 

 



附件 3：住宿、交通说明 

一、住宿 

         价格 

 

酒店 

单间/元 

（含单早） 

双人间/元 

（含双早） 

豪华 标准 豪华 标准 

蕉岭迎宾馆 358 298 358 298 

蕉岭顺龙酒店 208 198 208 198 

蕉岭云来客栈 / 198 / 198 

醉美书院（一期） 238 / 238 / 

醉美书院（二期） 468 398 468 398 

注：此房价为会务组统一预定价格，请需要入住参会代表提前报

名预定。 

二、交通 

梅州梅县机场、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直飞航班较少，请参会代表提

前预定机票，或者选择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转机，或者乘坐高铁至梅

州西站。 

1. 梅州梅县机场：距会场约 60 公里 

2.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距会场约 170 公里 

3. 梅州西站（高铁站）：距会场约 56 公里 

组委会在上述三个地点均安排有摆渡大巴，定点出发直达蕉岭迎

宾馆。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至梅州梅县机场、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航班信息

如下： 



 

 

5. 客运大巴 

广州参会人员，可乘坐组委会统一安排的客运大巴往返。 

 

会场（蕉岭迎宾馆）、机场、高铁站距离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