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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论坛日程

首届中国(三亚)
国际水稻论坛

The 1  International Forum on Rice (Sanya,China)
st

      水稻是我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口粮之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战
略底线。我国水稻，尤其是杂交水稻育种水平全球领先，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力量。在“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新时期，为更好地展示全球育种新成果和新技术，助力
中国水稻走向世界性，促进全球水稻产业的健康发展，定于2017年4月11—14日在中国·三亚·美丽之
冠大树酒店举办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南繁种世界源，中国稻世界粮”，组成了以水稻产业界十大院士为首的主席团，
袁隆平院士亲任大会主席。届时将邀请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水稻育种专家、宏观政策专家、知名企业、
行业观察者等重量级嘉宾做主会场和分会场的主题报告，打造一场涵盖水稻全产业链的高规格国际性行
业论坛，推动中国水稻走向世界。

      欢迎国内外从事水稻育制种、稻米产业研究和管理的专家学者、种子企业、科研人员和学生积极参加
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

      R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ain rations both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To ensure the self-suffi-
ciency of grains and absolute security of rations” is the strategic bottom line for China’s food security. 
China is the global leader in breeding of rice and the hybrid rice especially, contributing its power to the 
world food secu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al period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reform”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purpose of better exhibiting the new global achievement and technology in breeding, 
pushing the rice from China toward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lobal rice 
industry, we schedule to jointly hold the 1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rice (Sanya, China) in Beauty Crown 
Tree Hotel , Sanya city of Hainan province in April 11-14, 2017.

      The theme of the forum is “Southern Propagation as World Sources, Chinese Rice for Global Food”. 
10 academicians of rice field led by the presidium，Yuan Longpi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
my of Engineering, will be the chairman of this forum. We will honorably invite rice breeders from over 30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macro-policy experts, guests from well-known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watchers 
to give keynote speeches in different sessions. A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forum that covers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rice will be presented, which will push China’s rice onto the world platform.

      We extend our warm invitation to experts in rice breeding, seed production, and rice industry manage-
ment, as well as seed enterprise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to attend this forum.

日期

4.11 10:00—22:00 报到 美丽之冠大树酒店
接待中心

圣美厅

圣美厅

圣美厅

水稻国家公园

圣美厅长廊

圣美厅

美丽之冠大树酒店

开幕式+主论坛

科技创新论坛

产业高峰论坛

返程

水稻新品种、
新技术田间观摩

优质稻米品尝、
推介交易

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题讲座
+水稻新品种推介交易

+颁奖典礼
+闭幕式

（国际联盟成立签字仪式）

时间 事项 地点

8:30-12:00

14:00-18:00

14:00-18:00

08:00-11:00

12:00-18:00

14:00-18:00

8:00-12:00

4.12

4.12

4.12

圣美厅商务洽谈、交流8:30-18:004.12

4.13

4.13

4.13

4.14



Date

4.11 10:00—22:00 Registration Reception of Beauty
Crown Tree Hotel

St. merry Hall

St. merry Hall

St. merry Hall

St. merry Hall

Rice National Park

The Long Corridor of
St. merry Hall

St. merry Hall

Beauty Crown
Tree Hotel

Opening + Main for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um

Industry Summit Forum

Return journey

Field observation of New rice 
varieties and new technology

Tasting of quality rice and 
transaction advancing

Seminar on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transaction advancing of  
  new varieties of rice                      
+Award ceremony                      
+Closing (Signing ceremon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Time Events Location

8:30-12:00

14:00-18:00

14:00-18:00

08:00-11:00

12:00-18:00

14:00-18:00

8:00-12:00

4.12

4.12

4.12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8:30-18:004.12

4.13

4.13

4.13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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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ium of the forum
论坛主席团

Agenda
论坛日程

大会组委会主席

袁隆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会组委会副主席（院士排名按姓氏笔画）

刘   旭  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英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

Th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vice-chairman of he organizing committee

Yuan Longpi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Wan Jianmi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Liu Xu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Zhu Yingguo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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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forum
论坛要素

Presidium of the forum
论坛主席团

宋宝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洪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洋  中国科学院院士

罗锡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华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温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坛主题：南繁种世界源 # 中国稻世界粮

论坛时间：2017年4月11-14日

论坛地点：中国·三亚·美丽之冠大树酒店

论坛规模：500人

论坛语言：中文、英文

Theme: Southern Propagation as World Sources, Chinese Rice for Global Food

Date: April 11-14, 2017 

Venue: Beauty Crown Tree Hotel, Sanya, China

Scale: 500 people

Language: Chinese, English

Li Jiaya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ong Bao-a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Zhang Hongche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hen wen-fu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Luo Xiwe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Xie Hua-a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um agenda
论坛内容

首届中国 (三亚 )国际水稻论坛 08

The Tittle Sponsorship
冠名单位

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

新品种新技术线上线下展示观摩场

新品种（组合）权等育种成果产权交易对接会

全球育种创新成果发布会

成立国际水稻产业联盟

“旅游+水稻+稻米”特色稻米文化节

南繁60年回顾展

International Forum on Rice, Sanya, China.

Exhibition and observation of new varieties and 
technologies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Property transaction fair for new breeding achievement like 
new variety (combination) right.

Innovative achievement conference of global breeding.

Establishment of union for global rice industry.

Competition of characteristic rice with the topic of “travel and rice”.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Southern Propagation for 60 Years.

1、安排赞助单位主要领导出席本次论坛大会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发言时间约5分钟。

2、会议期间播放冠名宣传片（赞助单位提供），时间约为2分钟。

3、安排冠名单位的权威专家做论坛主题演讲，演讲时间约20分钟。

4、在全球育种创新成果展示现场免费提供8㎡特展1个，用来展示该企业形象和产品等；同时在水稻展示

     基地提供户外桁架广告2块（面积均为5米*3米）。

5、参会代表证冠名，并在刊登招商广告的报纸、杂志、网站和电视等媒体，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与

     主办单位同时出现。

6、大会网站链接赞助单位Logo、大会胸卡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

     包装入赞助单位宣传材料、大会论文集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日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

7、会场物料（论坛背景板、指示牌、签到处等）加赞助单位；分会场物料加赞助单位Logo。

8、免费提供会刊封面2P连版彩页广告，并赠送会刊30本。

9、展示基地横幅4条，展示基地空飘3个，展示基地广告展板2个，免费送品种参加“旅游+稻米”品尝评选2个。

10、享有2018年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的优先冠名权。

11、协助冠名单位开拓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市场，促进当地种子终端经销商与冠名单位的业务合作。

12、大会开幕前，在农财网种业宝典公众号、大会会刊安排1期冠名单位高管的专访报道，大会后再为冠名单位

       安排1期南方农村报整版（规格为34*22平方厘米）的产品宣传。

13、赠送免费注册参会名额5个，免费安排会议期间食宿。



Support unit
支持单位

Acknowledgement
鸣谢单位

Co-organizer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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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全球育种创新成果展示现场免费提供9㎡特展1个，用来展示该企业形象和产品等；同时在

    水稻展示基地提供户外桁架广告1块（面积均为5米*3米）。

2、大会网站赞助单位Logo链接、大会胸卡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

     包装入赞助单位宣传材料、大会论文集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日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

3、会场广告（论坛背景板、指示牌、签到处等）加赞助单位；分会场广告，广告幻灯片加赞助单位Logo。

4、免费提供会刊内页2P连版彩页广告，并赠送会刊10本。

5、展示基地横幅3条，展示基地空飘2个，展示基地广告展板1个，免费送品种参加“旅游+稻米”品尝评选1个。

6、协助支持单位开拓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市场，促进当地种子终端经销商与支持单位的业务合作。

7、大会开幕前，在农财网种业宝典公众号、大会会刊安排1期支持单位高管的专访报道。

8、赠送免费注册参会名额3个，免费安排会议期间食宿。

1、在全球育种创新成果展示现场免费提供9㎡特展1个，用来展示该企业形象和产品等；同时在

     水稻展示基地提供户外桁架广告1块（面积均为3米*3米）。

2、大会网站赞助单位Logo链接、大会资料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包装入赞助单位宣传材料、大会

     论文集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日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

3、会场广告（论坛背景板、指示牌、签到处等）加赞助单位。

4、免费提供会刊内页2P连版彩页广告，并赠送会刊10本。

5、展示基地条幅2条，展示基地空飘2个，展示基地广告展板1个，免费送品种参加“旅游+稻米”品尝评选1个。

6、大会开幕前，在农财网种业宝典公众号、大会会刊安排1期鸣谢单位高管的专访报道。

7、赠送免费注册参会名额2个，免费安排会议期间食宿。

1、安排赞助单位主要领导出席本次论坛大会，安排晚宴致辞，发言时间约5分钟。

2、会议期间播放宣传片（赞助单位提供），时间约为1分钟。

3、安排协办单位的权威专家做分论坛主题演讲，演讲时间约20分钟。

4、在全球育种创新成果展示现场免费提供18㎡特展1个，用来展示该企业形象和产品等；同时在水稻展示

     基地提供户外桁架广告1块（面积均为5米*3米）。

5、在刊登招商广告的报纸、杂志、网站和电视等媒体，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与主办单位同时出现，

     同时，在下一届论坛大会的邀请函上也同样出现。

6、大会网站赞助单位Logo链接、大会胸卡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资料

     包装入赞助单位宣传材料、大会论文集加赞助单位Logo、大会日程封面加赞助单位Logo。

7、会场广告（论坛背景板、指示牌、签到处等）加赞助单位；分会场广告，广告幻灯片加赞助单位Logo。

8、免费提供会刊内页2P连版彩页广告，并赠送会刊20本。

9、展示基地横幅4条，展示基地空飘3个，展示基地广告展板1个，免费送品种参加“旅游+稻米”品尝评选1个。

10、协助协办单位开拓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市场，促进当地种子终端经销商与协办单位的业务合作。

11、大会开幕前，在农财网种业宝典公众号、大会会刊安排1期协办单位高管的专访报道，大会后再为协办单位

      安排1期南方农村报半版（规格为17*22平方厘米）的产品宣传。

12、赠送免费注册参会名额4个，免费安排会议期间食宿。



Businesses & Exhibitors invite
会场展位招商方案

Booth map 会场展位图

      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展览会是本届论坛的核心，将与论坛同时进行，展览会安排在

中国·三亚·美丽之冠大树酒店，将为企业提供全球水稻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为

国内外企业洽谈业务提供交流平台。

展商类别：水稻育种、种子经营、稻米加工、农业机械、仪器设备、生物技术公司、肥料生产、行业协会以及相

关金融机构等。 

专业观众：预计将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国内外与水稻产业链相关的领导、专

家、学者、企业家、经销商代表。此外，大会将安排东南亚水稻生产国组团与国内稻种企业进行交易洽谈。

      本次展览将在收到展位申请以及全部费用的基础上，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展位。展位展示也可以在官网上

同时展出。

展位套餐费用：标准展位（面积3m×3m=9㎡）+1个房间+1P会刊广告=6800元；若2017年3月31日后预定，

套餐费用为8000元。

标准展位的展商将得到以下展览设备（单个展台）：

（1）印有公司英文名称的楣板；

（2）侧墙以及背墙；

（3）展位地毯；

（4）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5）5 安培 /220 伏电源插座；

（6）基本照明；

（7）每日展位清洁。

2m 2m 2m

2m

2m

B1

G1 G2

X1 X2

X3 X4

A1

A2

A3

A4

A5

A6

A7

B2

B3

B4

B5

B6

冠名 协办 标展展位类型：



Beauty Crown Hotel
美丽之冠园区

Base display
基地展示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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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hip fees payment
赞助费用支付方式

      收款账号 
开户名称：广东南方农村报经营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广州广州大道中支行

账号：44030401040003323

汇款请注明“水稻论坛会务费”

      招商信息 
联 系 人：揭育聪 13600494998

               吴   满 15820203560 

               刘海英 13602227046

咨询电话：020-83003554

               020-83003677

传      真：020-87370311

      会务费 
会务费包含会议期间的会务、住宿、餐饮和资料。

   即日起至3月31日之前完成注册并缴费，缴纳会议费2500元/人，学生1000元/人（凭有效学生证）；

   3月31日之后或现场报名注册并缴费，缴纳会议费2800元/人，学生1200元/人（凭有效学生证）。

Registration fee
Conference fee for participants from enterprises, college &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360 USD/person before the 31th March, 2017; However, participants need to pay 400 USD/person 
Conference fee after the 31st March, 2017.

The remittance account
Corporate name: Guangdong Nanfang Rural News Business Co., Ltd.
Beneficiary Bank: THE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GUANGDONG, TAOJIN SUB-BRANCH
Beneficiary Bank’s Address: NO.338, HUANSHIDONGROAD, GUANGZHOU, CHINA
Beneficiary A/CNO: 4403 0401 0400 03323
Account with Bank : ABOCCNBJ190
Remittance Remarks：’Conference Fee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Rice（Sanya，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