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温室 2018”论坛安排
会议主题：“绿色工厂化生产”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8 年 11 月 19 日
09:00-22:00

全天报到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一楼大堂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09:00-11:40
开幕式+院士论坛
开幕式
主持人：李志 总经理，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9:00-10:00

10:00-10:10

大会主席通报大会情况；
主要嘉宾致辞。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富悦Ⅰ、
Ⅱ厅

茶歇

院士论坛（行业发展）
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10:00-11:40
主持人：须晖 教授/秘书长，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中国设施园艺科技与产业
创新联盟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富悦Ⅰ、
Ⅱ厅

报告主题：中国温室园艺行业 2018 年发展报告
10:10-10:50 发言人：李天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
10:50-11:00

茶歇

报告主题：智慧设施农业展望
11:00-11:40 发言人：赵春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位：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3:30-17:30
国际产业发展论坛
国际产业发展论坛（A）
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13:30-17:30
主持人：杨其长 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13:3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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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富悦Ⅰ厅

报告主题：都市设施园艺发展的技术需求
发言人：黄丹枫 教授
中国温室 2018·上海

时间

内容

地点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主题：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的温室产业——温暖气候条件下的高产
农业
14:10-14:50
发言人： Barranco Vega Angel CEO/董事长
单位：西班牙 Tecnova 设施农业研究中心
报告主题：温室行业的自动化的未来
14:50-15:30 发言人：Robbert 营销总监
单位：荷兰 Visser Horti Systems 公司
15:30-15:40

茶歇

报告主题：瓦大（荷兰）对中国日光温室的研究
15:40-16:10 发言人：Jouke Campen 国际项目经理/荷兰农业部能源项目协调员
单位：Wageningen UR
报告主题：以色列温室栽培管理及温室结构特点
发言人：Orian Shalev 亚洲区首席农艺师
16:10-16:50
Ronen Skarbianskys 亚太区温室经理
单位：耐特菲姆（广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基质处理自动化技术
16:50-17:30 发言人：Mark CEO
单位：荷兰 Logitec Plus 公司
国际产业发展论坛（B）
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13:30-17:30
主持人：方炜 教授，台湾大学生物产业机电学系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富悦Ⅲ厅

报告主题：高速发展时代，如何系统性的升级中国温室园艺产业
13:30-14:10 发言人：黄瑞清 博士/董事长
单位：北京瑞雪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植物工厂技术如何提升中国温室产业水平
14:10-14:50 发言人：贺冬仙 教授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报告主题：政府资助植物工厂项目助推日本设施园艺产业升级
14:50-15:30 发言人：丸尾達 教授/副理事长
单位：千叶大学园艺学部/日本植物工厂研究会/日本设施园艺学会
15:30-15:40

茶歇

报告主题：超大城市中现代园艺技术与生态系统的结合
15:40-16:10 发言人：Annemieke Roobeek 教授/CEO
单位：Nyenrode Business University/Meeting More Minds
报告主题：F-clean 膜的优越性及其在设施园艺中的应用
16:10-16:50 发言人：松田诚司 海外部长
单位：日本 AGC Green-Tec 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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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报告主题：涂布型农用聚烯烃（PO）膜及其功能性制品的应用
16:50-17:30 发言人：筑紫宪门 膜事业部博士
单位：日本住化积水膜株式会社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0:00-12:00
创新发展论坛（开放式）（A）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10:00-12:00
主持人：夏礼如 研究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设施与装备研究所
10:00-10:20

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 2H 展厅，
2 号会议室

报告主题：鲁冠农膜——让你玩转阳光
发言人：徐 磊 总经理
单位：青州市鲁冠塑料厂

报告主题：温室大棚能源利用技术与保温材料现状与技术创新
10:20-10:50 发言人：李建明 教授/主任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报告主题：绿色发展 智能制造——改变创造未来
10:50-11:10 发言人：任家亿 业务经理
单位：天津市天应泰钢管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植物工厂化生产智能装备研发与应用
11:10-11:30 发言人：周增产 副总/总工程师
单位：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无线传感技术在智能温室中的应用
11:30-11:50 发言人：谢正忠 高级技术工程师
单位：成都智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13:30-17:00
创新发展论坛（B）+荷兰园艺论坛+泥炭应用论坛+工厂化论坛
创新发展论坛（开放式）（B）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13:30-16:30
主持人：马承伟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 2H 展厅，
2 号会议室

报告主题：市场共享 品诚助推中国绿色温室发展
13:30-13:50 发言人：陈增军 董事长
单位：品诚塑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3:50-14:20

报告主题：蔬菜全程绿色高效生产技术集成
发言人：狄政敏 研究员
单位：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报告主题：温室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14:20-14:40 发言人：贺超兴 研究员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14: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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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题：以数据为导向的种植方式促进作物生长（通过豪根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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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平台 Hoogendoorn Analytics）
发言人：René Beerkens 高级顾问
单位：豪根道（北京）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15:00-15:10

茶歇

报告主题：高端农膜如何改善温室小气候
15:10-15:30 发言人：王春雷 销售经理
单位：上海普拉斯克塑料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罗巴鲁涂料在温室行业中的应用
15:30-15:50 发言人：沈建秋 技术服务部主任
单位：罗巴鲁（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论温室铝材在智能温室中的重要性
15:50-16:10 发言人：刘惠君 技术业务总监
单位：江阴市泰锋铝业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智慧植物工厂领域的共创 Iot 解决方案
16:10-16:30 发言人：白宝锁 董事长
单位：未来智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荷兰设施园艺技术论坛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13:30-16:30
主办单位：荷兰骑士集团、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主持人：Fulco M. Wijdooge 总经理，荷兰骑士集团

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 2H 展厅，
4 号会议室

主办方致辞：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 Wouter Verhey 先生致辞：荷兰园艺
13:30-13:50
技术在中国
•主持人介绍荷兰园艺技术的专业知识和优势
报告主题：半封闭 VS 传统温室：选对位置
13:55-14:20 发言人：Richard van der Sande 企业所有者/销售总监
单位：Certhon
报告主题：适合您所在地区、当地条件的最佳温室设计
14:20-14:45 发言人：Michael J. Ploeg 亚洲业务总监
单位：Dalsem Complete Greenhouse Projects
报告主题：温室能源管理
14:45-15:10 发言人：Don Kester 亚洲销售经理
单位：范德赫文 Van der Hoeven
15:10-15:15

茶歇

报告主题：可持续蔬菜生产和食品安全 荷兰温室技术如何在中国做
出贡献
15:15-15:40
发言人：Robert van der Lans CEO
单位：Horti X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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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报告主题：现代温室综合管理技术：如何利用现代产品与技术提高产
量，节约能耗
15:40-16:10
发言人：郑 凯 中国区市场总监
单位：荷兰骑士集团
16:10-16:30

问答；研讨会结束

上海国家会展中
泥炭产品和技术在工厂化农业中的应用论坛
心 2H 展厅，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13:30-17:00
主办单位：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炭工业分会、国际泥炭学会中国委员会、华科 3 号会议室
资源|Richland Sources
主持人：孟宪民 教授/秘书长，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炭工业分会
报告主题：工厂化农业：泥炭产业的市场和机遇
13:30-13:50 发言人：孟宪民 教授/秘书长
单位：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炭工业分会
报告主题：有机废弃物基质化利用关键技术
13:50-14:10 发言人：郭世荣 教授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主题：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发展与基质需求
14:10-14:30 发言人：尚庆茂 研究员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报告主题：进口基质在中国设施园艺生产中的应用及创新
14:30-14:50 发言人：黄祥富 董事长
单位：广东大观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50-15:00

15:00-15:20

茶歇
报告主题：泥炭生产工艺及其在设施园艺中的应用
发言人：邵保康 区域销售经理
单位：品氏托普（上海）园艺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基质产品质量控制与品质识别
15:20-15:50 发言人：黄裕铭 副教授
单位：台湾中兴大学土壤环境系
报告主题：泥炭调理剂在设施农业退化土壤改良修复中的应用
15:50-16:10 发言人：杨颂东 董事长
单位：镇江泰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工厂化农业中泥炭（基质）应用设备与技术
16:10-16:30 发言人：黎亮云 董事/高工
单位：广东佛山犇途农业科技公司
报告主题：新型栽培基质在工厂化园艺生产及植物工厂解决方案中的
应用
16:30-17:00
发言人：Teppo Rantanen CEO
单位：NOVARBO OY 芬兰诺万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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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上海国家会展中
设施园艺工厂化技术交流论坛
心 2H 展厅，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13:30-16:40
主办单位：蔬菜工厂化生产研发和示范中心、北京市果类蔬菜产业创新团队、华 5 号会议室
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主持人：李新旭 科长/高级农艺师，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报告主题：盈利型蔬菜工场商业模式创新与探索
13:30-14:00 发言人：薛 飞 总经理
单位：上海绿立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海南西瓜、叶菜工厂化高效栽培
14:00-14:30 发言人：范天擎 副总经理
单位：海南润达现代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北京日光温室番茄高品质栽培模式创新
14:30-15:00 发言人：雷喜红 高级农艺师/副科长
单位：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15:00-15:10

茶歇

报告主题：智能温室高品质番茄栽培技术
15:10-15:40 发言人：徐 丹 总经理
单位：北京极星农业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番茄栽培调控技术
15:40-16:10 发言人：杨夕同 总经理
单位：北京曲辰博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主题：华北地区玻璃温室环控思路及设备综合利用
16:10-16:40 发言人：刘湘伟 技术经理
单位：北京宏福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全天 7:30-17:30
典型项目参观
7:30-12:00

线路 A：保尔卓美上海基地（花卉种苗生产）
线路 B：绿立方孙桥基地（水培叶菜生产）

13:00-17:30

线路 C：2018 HORTI CHINA 亚洲园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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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地点：上海
富悦大酒店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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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卫星会
卫星会 1：经济管理论坛
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 14:00-17:00
主办单位：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9 号会议室

14:00-15:30

报告主题：中美贸易战给农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讲 师：于 涛

15:30-17:00

报告主题：区块链+农业
讲 师：肖 震

卫星会 2：“主题欢迎宴会”联谊活动
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晚 18:30-21:30
主办单位：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晚宴赞助商：北京瑞莱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富悦大酒店
三楼， 富悦Ⅰ、
Ⅱ厅

卫星会 3：新一代种植，助力您作物的生长
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0:00-12:00
主办单位：豪根道（北京）农业技术有限公司、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
报告主题：由豪根道总部专家做技术培训。

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 2H 展厅，
1 号会议室

（注：大会日程安排如有微调，请以现场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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