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医导刊杂志社 
 

关于举办 2018 第十四届兽医发展高层论坛的通知 

 

各畜牧兽医相关部门：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跨国跨地区引种和活畜交易的日益

频繁，使得一些新的动物疫病不断传人我国，据 6 月 20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

布的消息，一种主要感染猪的病毒性传染病——塞内卡病毒病已传入我国并在局

部地区零星散发，该病主要在加拿大、巴西和美国等国家流行。 

同时进入本世纪以来，一些之前得到稳定控制的人兽共患病出现回升态势，

危及人畜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心、舆论和

媒体关注的热点。为防控新发传染病和人兽共患病疫情，确保人畜健康和公共卫

生安全，在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下，青海省农

牧厅兽医局联合兽医导刊杂志社定于 2018 年 8 月 16-21 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

2018 第十四届兽医发展高层论坛。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畜牧兽医相关人士参加本次论

坛，并于 8 月 10 前报会务组。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塞内卡病毒病与人兽共患病的防控 

二、主办单位：青海省农牧厅兽医局、兽医导刊杂志社 

三、协办单位：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赞助单位：  

五、出席嘉宾与专家： 

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副局长 

马睿麟 青海省农牧厅兽医局局长 

赵心力 内蒙古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杨毅青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文宝 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关平原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 

郑海学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李克斌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六、会议内容 

1、当前我国动物疫病的防控形势及对策 

2、塞内卡病毒病的流行情况和防控策略 

3、我国人间包虫病的发病流行情况 

4、布病的危害与防控 

5、最新口蹄疫的流行现状及防控 

6、青海省包虫病防控典型经验 

7、内蒙古布病防控典型经验 

七、会议时间：8 月 16 日（星期四）报到，17 日至 21 日会议。（本次会议

为参会代表提供免费接送工作，请提前联系会务组） 

八、会议地点：东湖宾馆（地址：西宁市同仁路口 2 号，电话：0971-7661666） 

九、培训费用：3980 元/人（含会议期间住宿、餐饮、研讨、资料、现场学

习交流费用），本次会议由西宁凯岸会议会展有限公司统一出具发票。 

十、联系方式： 

兽医导刊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20 号楼 001 室 

邮  编：100125   

电  话：010-59195139 

传  真：010-59194345 

联系人：范旭（13717836761）马桂东（13910818206） 

        赵晓（13520538616）张雨桐（18800146811） 

E-mail：sydk2007@126.com 

兽医导刊杂志社 

二 O 一八年七月九日 

 

 

 

 

 

 



 

2018 第十四届兽医发展高层论坛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参加培训代表详细名单 

姓 名 性别 民族 部门 职务 电话（手机） 

      

      

      

      

      

      

      

      

会议指定汇

款账户 

单  位：西宁凯岸会议会展有限公司 

账  号：105040531788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西支行 

 



 

 

 

2018第十四届兽医发展高层论坛赞助方案 
 

一、合作分类：A 特别赞助单位 B 赞助单位 C 晚宴赞助 D 技术讲座 E 新产品发

布  

二、赞助企业享受的服务与待遇 

A、特别赞助单位（赞助费用:10万元人民币） 

1、会前统一宣传，将通过中国执业兽医网、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兽医导

刊杂志社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2、安排企业负责人主席台就坐，开幕式发言（5～10分钟，内容由企业自定）； 

3、会场背景板，宣传资料显著位置标注特别赞助单位名称及 LOGO； 

4、会上为企业安排一场技术性专题报告（25～30分钟）； 

5、开幕式上主持人鸣谢特别赞助单位； 

6、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一起派发； 

7、会场内条幅一个、X展架二对； 

8、提供 5个免费参会名额，负责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 1个单间，2个标准

间。 

9、会中、会后我们随时作会议笔记，在 “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转

发和互动； 

10、会后在《兽医导刊》杂志为特别赞助单位做一期特别宣传报道以及安排

2期彩色 

通栏广告。 

11、在本刊主办网站“中国执业兽医网”上为特别赞助单位提供一年的网上

宣传服务。 

12、企业其他具体要求，双方可另行协商，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B、赞助单位（赞助费用：5万元人民币） 

1、会前统一宣传，将通过中国执业兽医网、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兽医导

刊杂志社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3、会场背景板，宣传资料显著位置标注特别赞助单位名称及 LOGO； 

4、会上为企业安排一场技术性专题报告（15～20分钟）； 

5、开幕式上主持人鸣谢特别赞助单位； 

6、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一起派发； 



7、会场内条幅一个、X展架二对； 

8、提供 3个免费参会名额，负责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 1个单间，1个标准

间。 

9、会中、会后我们随时作会议笔记，在 “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转

发和互动； 

10、在本刊主办网站“中国执业兽医网”上为特别赞助单位提供一年的网上

宣传服务。 

11、企业其他具体要求，双方可另行协商，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C、晚宴赞助（赞助费用：3万元） 

1、会前统一宣传，将通过中国执业兽医网、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兽医导

刊杂志社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2、晚宴处放置公司的背景墙（根据酒店实际情况而定，承办方提供背景板设

计图）； 

3、晚宴会场内条幅一个、X展架二对； 

4、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一起派发； 

6、提供 2个免费参会名额，负责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 1个标准间； 

7、会中、会后我们随时作会议笔记，在 “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转

发和互动； 

8、在本刊主办网站“中国执业兽医网”上为特别赞助单位提供一年的网上宣

传服务。 

9、企业其它具体要求，双方可另行协商，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D、技术讲座（赞助费用：3万元人民币） 

1、会前统一宣传，将通过中国执业兽医网、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兽医导

刊杂志社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2、演讲题目由企业自定，演讲内容以技术性为主，时间 25～30 分钟； 

3、企业负责人按贵宾安排，出席本届会议； 

4、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一起派发； 

5、会场内条幅一个、X展架二对； 



6、提供 2个免费参会名额，负责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 1个标准间； 

7、会中、会后我们随时作会议笔记，在 “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转

发和互动； 

8、在本刊主办网站“中国执业兽医网”上为特别赞助单位提供一年的网上宣

传服务。 

9、企业其它具体要求，双方可另行协商，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E、新产品发布（赞助费用：2万元） 

1、会前统一宣传，将通过中国执业兽医网、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兽医导

刊杂志社在行业内进行推广； 

   2、在会议间隙提供 15分钟发布企业的最新产品； 

3、企业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一起派发； 

4、会场内条幅一个、X展架二对； 

5、会中、会后我们随时作会议笔记，在 “执业兽医”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转

发和互动； 

6、提供 1个免费参会名额，负责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 1个标准间。 

 

三、大会指定汇款 

指定账户：北京华牧直通广告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建行燕莎东支行           

账号：1100 1053 0000 5300 0677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农业部北办公区 001 室

（100125） 

联系人：范 旭             手  机：13717836761 

电  话：010-59194345       传  真：010-59194345 

网  址：www.zgzysy.com    邮  箱：531909200@qq.com 

 

二○一八年七月九日 
 

mailto:531909200@qq.com


 

青海 4日游——贵德黄河、地质公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

盐湖、祁连草原四日游 

 

8月 18日 

西宁—门源—八宝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祁连卓尔山，途经位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宝库乡的黑泉水库。随后乘车翻越迄今为止亚洲海拔高度第一、

世界海拔高度第二的隧道----大坂山隧道。途经大阪山半山腰的观景

台和景阳岭游览。随后赴祁连，途中亦可远观岗什卡雪峰，亦名“冷

龙岭主峰”。最后到达祁连——【卓尔山】，卓尔山属于丹霞地貌，

由红色砂岩、砾岩组成。卓尔山景区项目建设地位于祁连县八宝镇，

紧靠八宝河与藏区神山阿咪东索（牛心山）隔河相望。晚餐后入住酒

店休息。 

住：八宝镇 

 

8月 19日 

祁连—大冬树 4120—茶卡盐湖 

早餐后，进入【祁连山牧场】，欣赏美丽辽阔的祁连山大草原，

草原上的油菜花金灿灿令人神往，微风吹来，花涛汹涌，宛如钱塘江

潮水，一浪推过一浪，滚滚向前，又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加上蓝

天白云下的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给人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如入

仙境的感觉。翻越海拔 4120 米的【大冬树雪山】，沿途欣赏春、夏、

秋、冬四季美景，中餐后乘车前往美丽的茶卡盐湖，途中翻越（海拔

3817米）的橡皮山，抵达中国重要的食盐产地——【茶卡盐湖】。柴

达木以“盐的世界”著称，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内的四大盐湖之一，

是有名的天然结晶盐湖。盐粒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

晚餐后入住茶卡或共和酒店。 

备注：不含茶卡盐湖小火车、游船和电瓶车（电瓶车：往返 20

元/人游船 150 元/人小火车往返 100元/人湖。 

                              

 



住：茶卡或共和 

8月 20日 

茶卡盐湖—青海湖-贵德 

早餐之后乘车到达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青海湖二郎剑】景

区，青海湖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首，它位

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

国最大的咸水湖。参观后下午乘车前往，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贵德

县 

住：贵德 

 

8月 21日 

贵德—拉鸡山-—西宁 

早西宁市区沿主干道接车出发，参观——【阿什贡七彩峰丛景区】。

观看千奇百怪的丹霞红山，聆听土与人的千古奇缘。参观结束后前往

——黄河少女广场（自由活动 30分钟），近距离亲密感触清清黄河水，

体验中华母亲河的独特魅力，后前往【塔尔寺】，塔尔寺是我国藏传

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格鲁派即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

1749年，乾隆皇帝曾御赐寺额“梵宗寺”。塔尔寺是 1961 年国务院

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藏汉建筑艺术相结合的

佛教园林建筑群。寺内藏有丰富的文物，包括各种法器、千姿百态的

佛像和浩翰的藏文、蒙文和满文佛经和碑刻，是一座佛教艺术宝库。

塔尔寺建筑物高低起伏，错落有致，集藏、汉、梵建筑风格于一体。

主要建筑物有八塔、大金瓦殿、大经堂、花寺、班禅行宫、密宗学院、

酥油花陈列馆等，八塔是纪念释迦牟尼一生中八大功德而修建。后返

回西宁 

住：西宁 

8 月 22 日 

早餐后结束行程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422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48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