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水 产 学 会

（2020）农渔技学（术）字第 89号

关于召开2020年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

合利用分会学术年会的通知

各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会员单位:

近年来，我国在水产品加工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开发、

高质化产品研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水产品加工科技工作者

为我国的蓝色粮仓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为进一步加强水产品加工

领域同行的学术交流，探讨水产品加工与安全控制的前沿技术与

发展趋势，增强水产品加工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水产加

工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2020年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

工和综合利用分会学术年会”将于 12月 14日～16日在广东湛江

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蓝色、营养、安全、健康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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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协办单位：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

国家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广东省水产品加工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海洋生物制品工程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食品学会海洋食品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食品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岭南师范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会议日程及地点

会议日程：见附件 1。

会议地点：广东省湛江市海滨宾馆

会议地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中 2号

四、会议专题

1. 水产品保鲜与加工

2. 水产品营养与健康

3. 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4. 水产品高值化与综合利用

5. 水产品加工技术创新与装备开发

五、学术报告、论文摘要征集

1. 本次会议设置特邀专家报告、特邀青年学者报告、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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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研究生论坛。请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2），并在 11

月 30日之前发送到邮箱 garonne@126.com。

2. 会议征集与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相关的论文摘要（格式

见附件 3），并编印《2020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

分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经遴选后可在研讨会上做专题报告。

会议组织评选优秀研究生学术报告并颁发证书。

3．论文摘要、口头报告申请的提交截止时间：2020年 11月

30日。

4. 参会回执、论文摘要请按时发送到会务组邮箱

garonne@126.com

六、会议注册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会议规模控制在 400人以内，会务组

将根据报名顺序确定参会人员。

会议代表注册费 1200元/人，学生代表（需凭证明）注册费

800元/人。会议注册费由中国水产学会统一收取。

会议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七、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

高加龙，联系电话：18320376095，电子邮箱：

garonne@126.com。

林海生，联系电话：18824797310，电子邮箱：

haishenglin@163.com。

会务组织：

mailto:lukangle@jmu.edu.cn
mailto:haishengli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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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秘书处 郤禹，010-59195156。

附件：1.会议日程

2.参会回执

3.摘要模板

中国水产学会

2020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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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2月 14日 10：00-23：00 海滨宾馆报到

12月 14日 18：00-20：00 晚餐（自助餐）

12月 14日
晚上

19：00-22：00

研究生论坛会场一：水产品保鲜与加工

研究生论坛会场二：水产品营养与健康

研究生论坛会场三：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研究生论坛会场四：水产品高值化利用

12月 15日
上午

08：30-09：30 开幕式

09：30-09：40 茶歇

09：30-12：00 主题报告

12：00-14：00 午餐（自助餐）

12月 15日
下午

14：00-16：00 青年学者报告

16：00-16：10 茶歇

16：10-18：00 青年学者报告

18：30-19：30 晚餐（自助餐）

12月 16日
上午

8：00-10：00

分会场一：水产品保鲜与加工

分会场二：水产品营养与健康

分会场三：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分会场四：水产品高值化利用

10：00-10：10 茶歇

10：10-12：00

分会场一：水产品保鲜与加工

分会场二：水产品营养与健康

分会场三：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分会场四：水产品高值化利用

12：00-13：30 午餐（自助餐）

12月 16日
下午

专家离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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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会回执表
姓 名 性别 手机号码

职 称 职务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及邮编

论文题目

口头报告 是 否 研究生 是 否

住宿选择：

（请在相应的选项

上打“√”）

（由会议统一预订

房间，费用自理）

住宿日期：

（ ）12月 14日晚

（ ）12月 15日晚

（ ）12月 16日晚

房型：

（ ）大床房（单床）

（ ）标准间（双床） （ ）合住（ ）单住

备注：住宿酒店：海滨宾馆

开票信息确认

单位名称：（ ）

纳税人识别号：（ ）

其它信息：

如有其他要求，请注明

 温馨提示：请您于 11月 30日前将参会回执、论文摘要发送至会务组电

子邮箱 garonne@126.com，联系人高加龙，联系电话：18320376095。
 前往酒店路线：

火车：乘动车至湛江西站，出站后乘坐滴滴打车或出租车抵达，价

格约 50元。乘火车到湛江南站，出站后乘 22路公交车到海滨宾馆

站下车即到，或乘滴滴打车或出租车抵达，价格约 25元。

 飞机：乘飞机至湛江机场，可乘坐出租车到达海滨宾馆，价格约

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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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摘要模板

中文题目

（三号，黑体）

作者 1，作者 21

（五号，仿宋，TimesNewRoman）

（1．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2．XXXX）

（五号，楷体，TimesNewRoman）

（空 1行）

摘要（五号，宋体，加粗）：【目的】XXXXXX。【方法】XXXXXX。【结果】XXXXXX。【结论】XXXXXX。

（五号，宋体，300-500字）

关键词（五号，宋体，加粗）：XXX；XXX；XXX；XXX（五号，宋体，词与词之间用；隔开）:

Title

（五号,TimesNewRoman）

Author1,Author2

（小五, Times NewRoman）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dongOceanUniversity , Zhanjiang 524088, Guangdong; 2. XXX)

（小五, 斜体,TimesNewRoman）

Abstract（小五，加粗，TimesNewRoman）:[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

（五号， TimesNewRoman）

Keywords（小五，加粗，TimesNewRoman）:XXX; XXX;XXX;XXX（五号， TimesNewRoman）

1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XXXXXXXX）
通讯作者：XXX，E-mail: XXX（小五号，宋体，TimesNewRo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