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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的会议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大力引导科技工作者密切关注

饲料行业发展需求以及政府监管需要，紧密围绕动物源性投入品、饲料和畜禽产

品等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营养和危害因子，在分析技术、代谢残留规律、

毒性机制、风险评估及防控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不同学科间融合，促进新形势下饲料毒理学学科的多

元发展，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拟在上海召开 2019 年饲料毒理学

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大会主题为“饲料毒理学-农产品质量安全”。特邀请饲料

及动物养殖领域的专家与同行积极参与，分享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提高我国养

殖业农产品风险评估和防控技术水平。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二、会议主题： 

主题为“饲料毒理学-农产品质量安全”，聚焦：（1）饲料与动物源性食品中

风险因子（添加剂、生物毒素、环境污染物、重金属、抗生素、新型环境污染物

等）的毒理学评价及风险评估；（2）饲料与动物源性食品中营养和危害因子分析

检测；（3）动物健康养殖与饲料安全防控。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3 - 25 日。23 日全天报到，25 日离会。 

会议地点：上海格林东方酒店 

酒店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51 号 

四、会议日程安排 

8 月 24 日上午     大会主论坛 

8:30-12:00 大会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主论坛全体大会 

8 月 24 日下午      专题论坛 

13:30-18:00 专题论坛：饲料与动物源性食品中风险因子毒理学评价及风险评估 

8 月 25 日上午     专题论坛 

8:30-12:00 专题论坛：饲料与动物源性食品中营养和危害因子分析检测 

8:30-12:00 专题论坛：动物健康养殖与饲料安全防控 

注：以上会议日程安排和讨论议题届时可能略有调整，大会组委会保留修改解释权。 

会议专家及报告  

黄庆生  处长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大会主旨报告 

李培武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霉菌毒素检测与减毒研究进展 

苏晓鸥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畜禽饲料中危害因子研究进展 

袁宗辉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饲料中药物添加剂的食品安全性评价与风险评估    

刘阳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饲料中真菌毒素的防控和脱毒技术研究 

Dr. Li Maria Ma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冷冻离子体技术在饲料真菌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瞿明仁  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 

霉菌毒素与青贮饲料安全性研究进展 



Dr. Emmanuel K.Tangni   比利时国家食品科学研究院（SCIENSANO） 

真菌毒素风险评估的新挑战：毒理学动物实验材料的标准物质的开发 

齐德生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呕吐毒素的污染现状进展 

邓诣群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单端孢酶烯族真菌毒素的分子毒理研究进展 

李春梅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草甘膦对大鼠肠道微生物及肝脏脂质代谢影响研究进展 

张晶    教授     吉林大学 

霉菌毒素对牛乳腺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及营养干预 

张妮娅  副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 

鸭对黄曲霉毒素 B1 敏感性的机理及其调控 

李俊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饲料质量安全风险动态监测研究进展 

樊霞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饲料中真菌毒素的监测与防控  

石鹏君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饲料酶制剂的分子改良技术研究 

Dr. Lawrence Chan  Cargill Feed & Nutrition 

饲料中危险因子的防控技术研究 

王培龙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先进多孔材料的传感与吸附应用研究 

邓晓军  研究员   上海海关 

基于标志多肽质谱检测的肉类掺假鉴别技术研究 

五、参会人员 

大会特邀美国、欧盟及国内高校、研究所及企业等机构的多名国内外知名专

家做专题报告。诚邀从事相关研究的老师、学生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六、报告征集 

本次会议学术交流形式为专题报告（专家报告约 30 分钟；青年报告约 15-20 

分钟）。拟做专题报告的老师请在回执（附件 1）中注明，其中口头报告请写明

报告题目、报告人简介（照片），以便会务组统一安排。 



七、会议费用标准   

会议收取会议注册费，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参会费用标准及优惠方案 

7 月 15 日前 7 月 15 日 后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非会员 

 
中国毒理学会会员 非会员 

800/人 1200/人 1200/人 1600/人 

酒店住宿安排：需住宿的参会代表届时请提前与会务组安排留房。 

住宿标准：商务大床房及标准间  400 元/天（含早） 

饲料毒理学会会员注册步骤见附件 2，也可现场注册会员并缴纳会费。 

八、会议报名方式和汇款信息 

1、报名方式 

为提前做好会务安排，请参会代表在 8 月 20 号前将回执（见附件 1）以电

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至我单位，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注册报名。 

2、会议缴费 

会议费由中国毒理学会统一收取。大会组委会指定收款账号： 

开 户 名：中国毒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 

账    号：0200004909014450531。 

汇款时请注明：“姓名+饲料毒理会议”的字样 

付款说明： 

（1）汇款确认，查询电话：010-66932646 

（2）汇款时请注明 姓名+饲料毒理会议，以便会务人员尽快核实到款信息。

也可现场注册并缴纳会议注册费。 

（3）本会只提供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提供开票信息：单位名称、纳税识

别号等，开票内容：会议注册费。会议发票一般在会后 5-10 个工作日统一开具，

一经开具，不能退换，请确认所填发票信息 100% 无误。如开票事项有特殊要求，

请及时与会务组人员沟通。 





附件 1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是否预订住宿 

（单人/标间/不预定） 
住宿时间 

饲料毒理学学会会员 

(是/否) 

         

         

         

         

开票信息 开票内容：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学术交流 
报告题目： 

报告人简介： 

备注 
 

 

注：1、请将会议回执发送至邮箱 sldlxhsh@163.com； 

2、若有其他信息需要说明，请于回执表中备注。 



附件 2 

饲料毒理学会会员网上注册流程 

1. 登陆中国毒理学会网站：http://www.chntox.org/ 

2. 在首页左侧点击“申请入会”，即可进入中国毒理学会会员管理系统。 

3. 在“专业委员会或分会”下拉列表中选择“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会员

类别选择“普通会员”，根据情况完成剩余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4. 填写“个人档案资料”，完成后点击“资料确认”，确认信息后提交。 

5. 中国毒理学会办公室收到信息进行审查后，依照申请入会者填写的 E-mail

地址，发出通知，告知审查是否通过以及如何缴纳会费等。 

6. 收到会费后，学会办公室通知本人会员证号，并将电子发票统一发送至注册

会员邮箱，开票内容：会员费。如果您的会费发票抬头与您申请注册中填写

的工作单位不一致，请来信说明，以免影响您的报销。如果您需要会员证，

请您登录会员系统在左上角选择“更改个人照片”，上传电子版证件照（请

勿上传生活照）。为响应低碳环保号召，会员证以电子版发送至您的电子邮

箱中。 

7. 会费标准：（1）个人会费：200 元/4 年/每人；（2）终身会员费：  600 元/

每人；（3）团体会费：如果您单位会员较多，可以申请组成团体会员，交纳

团体会费 6000 元/4 年。 

8. 会费缴纳: （1）建议使用银行转账方式，10 分钟左右学会即可到帐，并请

注明本人姓名。开户名：中国毒理学会，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

行永定路支行，帐号：0200004909014450531；（2）通过邮局汇款，地址：

北京海淀区太平路 27 号院，收款人：中国毒理学会，邮编：100850。 

9. 会员在完成注册后，请将个人信息发至 sldlxhsh@163.com。 

 

 

 

 

http://www.chntox.org/
mailto:sldlxhsh@163.com


附件 3  

会议地址与交通 

酒店名称：格林东方酒店（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451 号） 

 

乘车路线： 

1. 浦东机场抵达 

出租车：170-180 元左右，距离酒店 45 公里大约 50 分钟。 

地铁：乘坐 2 号线到南京东路下，同站换乘地铁 10 号线到上海动物园站下，4

号出口沿虹桥路向西步行约 10 分钟左右到酒店。 

2. 上海火车站抵达 

出租车：50 元左右，距离酒店 15 公里大约 20 分钟。 

公交车换乘：地铁 1 号线至汉中路换乘地铁 13 号线，到新天地站换乘地铁 10

号线到上海动物园站下，4 号出口沿虹桥路向西步行约 10 分钟左右到酒店。 

3. 虹桥火车站抵达 

出租车：20 元左右，到酒店 6 公里大约 20 分钟。 

地铁换乘：从虹桥火车站乘地铁 10 号线到上海动物园站下，4 号出口沿虹桥路

向西步行约 10 分钟左右到酒店。 

4. 虹桥机场抵达 

出租车：20 元左右 到酒店 6 公里大约 15 分钟 

地铁换乘：乘坐 10 号线到上海动物园站下，4 号出口沿虹桥路向西步行约 10 分

钟左右到酒店。 

5. 上海南站抵达 

出租车：40 元左右 到酒店 14 公里大约 30 分钟 

地铁换乘：虹桥枢纽 1 路到程家桥路站下，沿虹桥路向西步行约 10 分钟到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