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中畜加〔2018〕15 号 

 

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的通知（第一轮） 

 

各专业委员会，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十

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文件要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与应用，推动产业升级、结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中

国乳业核心竞争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新鲜、优质、营养、安

全的乳制品，经研究，定于 2019 年 5 月举办第八届中国乳业科

技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扬州大学 

承办单位：扬州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苏省乳品生物技术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乳业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乳品加工专业委员会 



 

北京中瑞天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大会主题 

科技赋能  提升中国乳业核心竞争力 

三、时间地点及日程安排 

1.时间：2019 年 5 月 8-11 日 

2.地点：江苏扬州·扬州会议中心（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七

里甸路 1 号，电话：0514-82720508） 

3.主要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5 月 8 日 全天 参会嘉宾和代表报到、注册 

5 月 9 日 

上午 开幕式暨主题报告 

下午 圆桌会议：对话院士 

晚上 欢迎晚宴 

5 月 10 日 
上午 学术会议：专家报告会 

下午 创新论坛：青年峰会 

5 月 11 日 代表返程 

5 月 8-10 日 2019 中国乳业科技成果展 

四、论文征集 

本次大会欢迎全文稿件和摘要稿件。请围绕以下主题投稿： 

1.乳品科学基础；2.乳酸菌及发酵剂；3.乳品质量与安；4.乳品

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5.乳品加工与现代装备；6.原料乳及综

合利用；7.功能乳品；8.乳品辅料；9.乳品营养与健康；10.乳品

工业发展政策与举措。 



 

请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将文章发送到指定邮箱，具体格

式要求见附件 2、3。论文经大会审阅后，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发送录用通知，刊印论文集。 

本次大会将开展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选活动，获奖论文在

大会期间进行颁奖。 

    五、参会代表 

1.国际组织、外国驻华机构代表，国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2.国内外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青年研究者；  

3.国内外乳品企业、供应商及关联企业； 

4.国内外院校在读研究生。 

六、会务费用 

参会人员类型 
会务费（以汇款日期为准）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 2019 年 3 月 20 日后 

一般人员 
（第 1-3 类） 

1200 元/人 1600 元/人 

学生 
（第 4 类） 800 元/人 1200 元/人 

1.会务费汇款信息： 

开户名：北京中瑞天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0200 2348 1920 0012 695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广顺支行 

2.汇款时请注明“乳业科技大会会务费”及“姓名”，发票在报

到时领取。 

3.会务费包括注册费、资料费等，食宿费用自理。在读研究

生需出示学生证。 



 

七、注册方法 

1.请参会代表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在线报名登记（或

将参会回执电子版发送到组委会邮箱），并交纳相关费用。 

2.参加 2019 中国乳业科技成果展的院校或企业，展板格式

由会务组统一发布，内容由各单位自行设计，喷绘制作和布展

由会务组统一完成。具体要求单独通知。 

八、联系方式 

1.江苏省乳品生物技术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陈大卫   电话：15105271878 

2.北京中瑞天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明  电话：010-64737265、18610811377 

3.在线注册网址：www.cdstc.net 

4.论文征集指定邮箱：dwchen@yzu.edu.cn 

5.参会回执发送邮箱：hwz@cdstc.net

 

附件： 

1.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拟邀专家 

2.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论文参考格式 

3.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论文摘要参考格式 

4.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参会回执 

 

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 

2018 年 11 月 23 日  

 



附件 1： 

 

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拟邀专家 
（排名不分先后） 

 

朱蓓薇：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大连工业大学 

陈  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校长，江南大学 

刘秀梵：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扬州大学 

周光宏：教授，校长，南京农业大学 

焦新安：教授，校长，扬州大学 

陈  卫：教授、副校长，江南大学 

张东杰：教授、副校长，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徐幸莲：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张和平：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 

汪正强：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张兰威：教授，中国海洋大学 

杨贞耐：教授，北京工商大学 

姜毓君：教授，东北农业大学 

马  莺：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 

何国庆：教授，浙江大学 

顾瑞霞：教授，扬州大学 

潘道东：教授，宁波大学 

顾  青：教授，浙江工商大学 

孔  健：教授，山东大学 



岳喜庆：教授，沈阳农业大学 

蔡英杰：教授，台湾大学 

张列兵：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Yeong yeh lee：博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刘振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战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陈历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朱  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君乐宝乳业集团 

 



附件 2： 

 

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论文参考格式 
 

标题（居中，小二，黑体） 
王娜，华蕾，周文娟，顾瑞霞，陈霞*（五号，仿宋） 

( 扬州大学江苏省乳品生物技术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江苏扬州 225127) （小五号，楷体） 

 

摘要: 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250~300 字（小五，宋体） 

关键词：3~6 个实词 

English Title (Arial, center-aligned) 

CAO Yongqiang, ZHANG Jian, ZHAO Wen, ZHANG Tonghe, SUN Jing, YANG Zhennai* 

(1Department, University, City, Zip Code, Institute, City, Zip Code, P. 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15%;【METHOD】≈15%;【RESULTS】≈55%; 【CONCLUSION】≈15% 

(Times New Roman 小五) 

    Keywords: 

1 引言 

【研究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本研究切入点、解决的关键问题】正文 10 号字，单倍行距，字

间距为标准间距。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试剂 （黑体 10号） 

宋体，10 号 

2.2 仪器与设备 

宋体，10 号 

2.3 实验方法 

2.3.1 粗多糖的制备 

宋体，10 号 

3 结果与分析 

3.1植物乳杆菌胞外多糖的分离提纯 

宋体，10 号 

 

 

 

  



 

表 1 图表标题黑体小五 

Table 1  Caption font should be Times New Roman (9) 

 宋体/Times New Roman,8 

      

      

      

      

      

4 讨论 

宋体，10 号 

5 结论 

宋体，10 号 

致谢 
若有值得感谢的即在此表示谢忱。（宋体，10 号） 

 

References 

[1] PRASANNA P H P, BELL A, GRANDISON A S, et al. Emulsifying, rheological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exopolysaccharide 

produced by Bifidobacterium longum subsp. infantis CCUG 52486 and Bifidobacterium infantis NCIMB 702205[J].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2, 90(1): 533-540.  

[2] 丹彤, 王俊国, 张和平. 乳酸菌胞外多糖的结构、生物合成及其应用[J]. 食品科学, 2013, 34(07): 335-339. 

  



附件 3： 

 

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论文摘要参考格式 
 

 

所属论文主题序号及主题（三号，黑体） 

(空 1 行) 

标题（三号，黑体） 

(空 1 行) 

王娜，华蕾，周文娟，顾瑞霞，陈霞*（五号，仿宋） 

( 扬州大学江苏省乳品生物技术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江苏扬州 225127)（小五号，楷体） 

（空 1 行） 

(小五，黑体)摘  要内容 (小五，楷体) 

（空 1 行） 

(小五，黑体)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小五，楷体) 

(空 2 行) 

English Title 

(五号 Times New Roman) (空 1 行) 

CAO Yongqiang, ZHANG Jian, ZHAO Wen, ZHANG Tonghe, SUN Jing, YANG Zhennai* (小 5 Times New Roman) 

（Department, University, City, Zip Code, Institute, City, Zip Code, P. R. China） 

(小五 Times New Roman) 

 (空 1 行) 

(小五黑 Times New Roman)AbstractContent(小五 Times New Roman) 

(小五黑 Times New Roman)Keywordskeyword; keyword; …(小五 Times New Roman) 

(空 2 行，以下为必填项) 

（五号，仿宋）通讯作者中文信息：姓名，手机，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所属征文方向序号 
 



附件 4： 

 

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通讯地址  邮编  

参会 
 
代表 
 
信息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住宿要求： □单间（     间）   □标准间（     间）   □不用安排住宿    

住宿日期： □5月 8日   □5 月 9日    □5 月 10 日 

住宿费标准：商务标间/单间：380 元/晚，普通标间：320 元/晚，均含双早 

会务费汇款信息： 

开户名：北京中瑞天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账  号：0200 2348 1920 0012 695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市广顺支行 

说明： 

 请务必准确完整填写上表各项信息,以便我会制作相关会务资料、开具发票； 

 汇款时请标注：第八届中国乳业科技大会会议费，参会人员姓名； 

 付款后请将汇款底单扫描/复印件/截图发送至 hwz@dsts2019.com 邮箱； 

 住宿费报到时直接在酒店前台缴纳； 

 在读研究生在大会注册时需出示学生证； 

 请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完成报名，已办理在线注册的代表不用重复发送此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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