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粤饲协函【2017】7号 

2017 年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大会 

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饲料协会（饲料办），各会员、有关企事业单位： 

实践证明，在中国饲料工业大发展的道路上，饲料机械设备、

工艺技术创新与进步，是提升工业饲料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动力，

是提升整合行业规范化、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尤其是在环保、安监大环境下，饲料企业更需要关注工程、生

产领域的设施、设备升级，为企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为了促进工艺技术、营养技术和机械设备的相互融合与创

新，进一步提高行业协会“分类服务、点对点服务”工作水平

和专业服务能力，促进广东饲料业供给侧改革和饲料强省建设，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定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在广州举办“2017

年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为行

业搭建饲料机械设备供应商（含配套设施如新型锅炉、环保工

程）与饲料企业用户交流的专业大平台。 

本次大会，以“工艺技术创新提升饲料产品价值”为主题，

以“论坛+展示”办会方式，通过主题论坛、专场互动，以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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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关键装臵（装备）展示，促进新工艺、新装备的交流与推

广，促进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借鉴和应用。届时，邀请中国饲

料工业协会、广东省农业厅、省畜牧兽医局（省饲料办）领导，

国内外饲料企业有关设施及机械设备制造商（供应商）、广东饲

料生产企业工程部（生产部）、技术部主要负责人 500 余人共襄

盛会。这必将是饲料行业设施设备领域“新工艺、新装备的竞

技场，促交流、促商贸的大舞台”，也必将是行业促进联合与创

新发展的一次盛会！ 

为方便各界领导、新老朋友广泛参与本次大会，现将大会举

办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举办时间 

大会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举办，会期一天，包括

主题论坛、装臵（装备）及备品配件展示、大会晚会等几个主

要板块： 

1、主题论坛隆重推出：《首届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

发展论坛》，精彩内容参见附件 1 大会议程。 

2、装臵（装备）及备品配件展示：优先和鼓励新工艺、新

装备展示，以及饲料企业配套设施（新型锅炉、环保工程）和

备品配件的展示交流。为行业朋友提供专业产品、技术交流展

示空间。 

3、大会晚会，厉行节俭：以行业文艺汇演形式，传递正能

量，构建行业文化生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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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举办地点 

广州市天虹宾馆（地址：广州市沙太南路 163 号，酒店电话：

020-87706164）。 

内容 地点（会议中心） 

《首届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发展论坛》 二楼第 1 会议室 

设备展示暨商务交流区 一楼左侧广场 

大会晚会暨晚宴 一楼多功能宴会厅 
 

三、大会报到、参会有关注意事项说明 

1、会务费收取标准 

会员企业参会 350 元/人。非会员单位 650 元/人，凡年度协

会会费未缴纳的，按非会员单位标准收取会务费。 

以上，请于 5 月 25 日前填报回执确认参会人员。 

2、参会住宿预订 

参会代表住宿自理。5 月 25 日前报名、预订住宿的，协会设

专人代为预订酒店住房。本次大会协议预留房费标准：贵宾楼标

双/单间 400 元/间（含早），迎宾楼标双/单间 320 元/间（含早）。 

3、其他事项 

（1）尊重大会安排，准时到会，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 

（2）大会主题论坛、大会晚会、设备展示暨商务交流区等

均凭票入场。晚会（晚宴）时，敬请对号入座； 

（3）大会统一制作《会刊》，报到处发放。 

四、大会广告、展位征订的有关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于新工艺、新装备推广应用，展示饲料机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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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品牌形象，促进设施、设备及备品配件商贸推广，

大会将以多种形式展示和发布企业有关资讯。现将大会广告、

展位服务方式及费用标准说明如下： 

表一：广告、展位征订收费（优惠）标准一览表 

种类/名称 发布位臵/规格 收费标准 数量 

协办单位 协办单位每家 3 万元（上会刊封面、上背景板、上台抽取一等奖） 

赞助单位 □10000 元  □5000 元  回馈相应广告发布服务 

资料袋广告 会刊、通讯录等资料发放 15000 元/个 1 

门票（兑奖券）

广告 
《论坛》、晚会入场 10000 元/个 1 

午餐券广告 中午自助餐 8000 元/个 1 

会刊彩页广告 

预先征订，当日

发放 

封面（210mm×180mm) 12000 元/版 1 

封面二、三（210mm×285mm） 8000 元/版 2 

封面四（210mm×285mm） 10000 元/版 1 

普通插页 3000 元/版   

拱门 主会场入口正门 10000 元/个 3 

户外喷绘广告 酒店大堂正门，3 米高×5 米宽 8000 元/幅 2 

二楼会场主通

道喷绘广告 
论坛报告厅入口，3 米高×4.5 米宽 8000 元/幅 3 

户外大型横幅 酒店大堂正门三楼阳台 1.5 米高×32 米宽 10000 元/个 1 

花篮 论坛入口、展示区现场 500 元/对   

一类展位 

展位面积：8 米×6 米，遮阳避雨   

赠送门票 3 张，免费提供背景喷绘、地毯、

1 桌 4 椅及装饰花木 

15000 元/个 8 

二类展位 

展位面积：5 米×4 米，遮阳避雨   

赠送门票 2 张，免费提供背景喷绘、地毯、

1 桌 4 椅及装饰花木 

10000 元/家 10 

广告发布、展位位臵有限，先到先得。 

优惠标准如下（协办单位论坛优先安排专题讲座，赞助单位代表参与抽奖，上会刊

专版同贺名录） 

○协办单位，赞助上背景板、上台抽取一等奖，送会刊广告（2P），送门票 10 张； 

○赞助 10000 元以上，上台抽奖，送花篮 1 对、会刊广告（2P）、送门票 5 张； 

○赞助 5000 元以上，会刊广告（2P）、门票 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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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期望和欢迎广大行业企事业单位、新老朋友积极参与，

充分展示风采，推动广东饲料行业设施设备提升，促进行业供

给侧改革和饲料强省建设。 

大会参与、协办、广告征订、节目征集、论文征集现已全面

启动。真诚感谢和欢迎国内外饲料行业设施、设备制造供应商，

以及广大会员单位对本次大会的赞助支持！ 

五、报名参与、广告征订联系办法 

联系人：周风珍、李利、陈舒宁、张美妮、黄丽梅、陈劲梅 

电话：020-37288820   37288723   传真：020-37287849 

E-mail：gdfeed@vip.163.com   QQ:804219068 

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先烈东路支行 

账号：4400 1490 2090 5038 4331 

大会筹备咨询：周  洪  020-37289311/13512703327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2017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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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大会报名、参与回执表 

单位名称                      （签章） 传真  

联系人姓名  电话  手机  

住宿预定 预定房间         间 
时

间 

天虹宾馆 

6 月     日至     日 

广告 

资料袋广告      个，门票（兑奖券）广告     个， 

中午自助餐券广告        个，拱门       个， 

会刊彩页     P（位臵：               ）， 

户外喷绘广告      个，通道喷绘广告      个， 

横幅广告       个，会场花篮       对， 

一类展位      个（8 米×6 米）， 

二类展位      个（5 米×4 米）。 

协办 □协办  30000 元 

赞助 □10000元    □5000元 

以下内容，单位团体报名，可另作附件。传真至：020-37287849 或 

Email:gdfeed@vip.163.com 

大会参会报名表（填写清晰，以便上会刊） 

姓 名 职 务 单位地址 电  话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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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7 年广东饲料机械设备与工艺技术大会议程安排 

（6月 15 日〃广州〃天虹宾馆） 

时间 板块 主要内容/要点描述 主持人/地点 

8： 30～

9：30 
报到 当日报到注册 酒店大堂 

8： 30～

17：30 

展示 

交流 
参会代表自由交流（全天开放） 

会议中心 

一楼展示区 

12：00～

13：30 
午餐 自助餐 

会议中心 

一楼宴会厅 

9： 30～

12：00 

首届

广东

饲料

机械

设备

与工

艺技

术发

展论

坛 

开幕式暨政策法规专场 
 

1、论坛开幕式暨领导讲话 

2、专题报告：《饲料企业生产许可审查中工艺及设施设备常见问题》 

主讲人：广东省饲料工作办公室领导 

3、专题报告：《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审查中工艺及设备 

常见问题》 

主讲人：农业部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审查专家成员     

福建省机械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沈美雄 先生 

嘉宾主持： 
 

华南农业大

学动科院院

长、珠江学

者、博导   

江青艳 教授    
 

二楼 1号厅 

13：30～

17：30 

 

工艺技术创新 + 环保、安全技术及自动化专场 
 

4、专题报告：《教槽料工艺技术创新》 

   主讲人：深圳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有限公司  李职  总裁 
 

5、专题报告：《水产饲料工厂生产效率的提升》 

   主讲人：江苏丰尚智能科技  研究员首席设计师 马亮  先生 
 

6、专题报告：《膨化鱼料工艺设计及设备选型》 

主讲人：广州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王国荣  总经理 
 

7、专题报告：《饲料厂智能化发展趋势与实践》 

主讲人：布勒（中国）有限公司 发展中心总监 储科军 先生 
 

该专场分两个专题时段，特设互动环节。邀请企业嘉宾担任主

持、参与台上互动。互动嘉宾： 

恒兴饲料实业高级工程师  林尤汉  先生 

正大康地集团生产总监    马亨青  先生 

粤海集团总部生产总监    钟华清  先生 

双胞胎集团工程中心总监  赖景发  先生 

金钱集团总部工程经理    解盛岗  先生 

        汇海集团阳江公司厂长    陈文锦  先生 

○其他相关主题报告、互动嘉宾邀约中…… 

○大会会刊有关论文收录进行中…… 

嘉宾主持： 

 

大北农（华东）

集团副总裁   

杨柳江 先生 

 

 

 

海大集团 

设备经理 

高理  先生 

 

 

 

二楼 1号厅 

18：00～

20：30 
晚会 致词、演出、抽奖、晚宴 一楼宴会厅 

 

报告主题如有变动，以最新网络版通知、当日议程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