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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召开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

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分会

2018年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产学会

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和要

求，进一步推动我国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讨海洋牧场发展以及

渔业资源和渔业环境保护与修复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交流和推广

国内外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成果以及全国

渔业资源与环境领域新成果、新技术、新产品，促进现代化海洋牧场

研究与建设、渔业生态修复与资源增殖领域的国际间合作，引导和支

撑我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

治理与修复的科学规范发展。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中

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30 日在大连市召开“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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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marine ranching and

the 2018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n Fisher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诚邀国内外相关专家拨冗赴会，共同研讨现代化海洋牧

场、渔业生境修复、渔业资源养护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装备，

促进渔业科技创新发展。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中国水产学会渔

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大连海洋大学、辽宁省海洋牧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

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牧场技术重点实验室

二、会议主题

生态、资源、绿色、共享

三、嘉宾邀请

邀请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及其院属

单位、中国水产学会、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各级领导以及沿海省市渔业主管部门领导，邀请

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中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专

业委员会、海洋牧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相关科研院所

的专家学者，并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台湾等国外及地区知

名专家、国内海洋牧场及渔业资源领域知名院士专家做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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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研讨主要议题

1、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中的政策法规；

2、人工鱼礁及人工生息场建设，环境修复技术；

3、苗种繁育、生物技术；

4、渔业资源行为学及控制技术；

5、渔业资源探测及评估技术；

6、环境监测装备及技术，生态调控技术；

7、选择性捕捞技术，海洋牧场先进生产、监测、管理装备；

8、海洋牧场经营管理、文化建设；

9、渔业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

10、重要渔业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11、渔业资源调查研究能力建设；

12、水生生态保护修复制度；

13、海洋牧场建设、渔业资源与环境等标准化研究。

各位专家学者可根据会议议题踊跃投稿。

五、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8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30 日

地点：大连日航饭店（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23 号）

六、会议安排

10 月 28 日：全天会议报到。

10月 29 日：

上午：参加 2018 中国国际海洋牧场大会开幕式及大会参观展览

下午：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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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与环境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开幕式及国内外专家主题报告。

晚上：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中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10月 30 日：

上午：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渔

业资源与环境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各分会场研讨会。

下午：离会。

七、会议费用

1、会议注册费：中宾 1200 元/人，学生 900 元/人。

2、住宿标准：单人间 350 元/天，双人标间 460 元/天。

本次会议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八、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收集优秀学术论文及摘要，学术论文推荐给《大连

海洋大学》学报经评审后予以发表，格式请见期刊网站；会议摘要请

参照附件二《会议论文摘要模版》格式编辑，论文摘要中英文均可，

符合要求的所有论文摘要都在《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

上发布。

2、请参加中国水产学会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的代表于

2018年10月1日前将参会回执及论文摘要提交到ttbeyond@126.com

并抄送 symposium@mmrexpo.com 邮箱。

3、请参加中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的

代表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前将参会回执及论文摘要提交到

qincx@scsfri.ac.cn 邮箱。

mailto:symposium@mmrexpo.com


- 5 -

九、联系方式

海洋牧场专业委员会联系人：

田 涛：15940973340 邮箱：ttbeyond@126.com

马成龙：18042655093 邮箱：1052366234@qq.com

渔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联系人：

秦传新：18925127968，邮箱：qincx@scsfri.ac.cn

附件一：参会回执

附件二：会议论文摘要模版

附件三：会议详细日程

中国水产学会

2018 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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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会回执

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

渔业资源与环境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

报名回执表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参会人数： 人

是否发表： □是 □否

报告题目：

中文：

英文：

住宿

预订房间（）

不预订房间（）

单间 间

标间 间

入住时间： 离开时间：

备注：建议各位代表提前预定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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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论文摘要模版（中英双语）：

题目：
Title: XXXXXXXXXXXXXXXX

作者

Dr.
职称

Title: Professor,
单位

Department:
Organization:,
国家

Country:

摘要（300字以内）
Abstract（within 300 words）

关键词
Key words:

个人简历（300字以内）

Biography（within 300 words）



- 8 -

附件 3：会议日程

第二届现代化海洋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渔业资源

与环境分会 2018 年学术年会日程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地点 主持人

10月

28 日
全 天 会议注册

大连日航

饭店
会务组

10月

29 日

8:30-11:30
全体与会代表赴首届国际

海洋牧场大会并参观

大连星海博

览中心

研究会

秘书长

12:00-14:00 午 餐
日航饭店二

楼宴会厅
会务组

14:00-14:15 领导欢迎致辞

4F皇朝宴会

厅

研究会

秘书长

14:15-14:45 院士主题报告

14:45-15:15 主题报告（美国）

15:15-15:45 主题报告（澳大利亚）

15:45-16:00 茶歇

16:00-16:30 主题报告（中国）

16:30-17:00 主题报告（美国）

17:00-17:30 主题报告（意大利）

17:30-18:00 主题报告（中国台湾）

18:00-20:00 晚 宴 二楼宴会厅 会务组

19:30-21:00 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议 4F会议室

各专业

委员会

秘书长

10月

30 日

9:00-10:30 专场报告

分会场
分会场

主席
10:30-10:40 茶 歇

10:40-12:00 专场报告

12:00-13:30 午 餐 宴会厅 会务组

下午 离会

备注：具体会议议程以会议手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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