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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水 产 学 会 

（2021）农渔技学（术）字第 87 号 

 

关于召开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 

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的预备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为加强水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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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水产加工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我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分会拟定于 2021年 10月中旬在辽宁

省锦州市召开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分会 2021 年

学术年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分会 

中国水产学会渔业制冷分会 

承办单位 

渤海大学 

协办单位 

国家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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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二、会议主题 

创新水产食品科技 助力海洋强国战略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17 日（15 日报到，18 日离会） 

地点：渤海大学（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科技路 19 号） 

四、会议交流内容 

（一）水产品保鲜与加工 

（二）水产品营养与健康 

（三）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四）水产品高值化与综合利用 

（五）水产品加工技术创新与装备开发 

五、有关事项 

（一）会议收取注册费，每人 1200 元（学生 800 元）。 

（二）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锦州喜来登

酒店报到。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住宿酒店

推荐如下: 

1.锦州喜来登酒店（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科技路 68 号） 

2.锦州金城宾馆（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福州街 19 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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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征集与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相关的论文

摘要，并编印《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经遴选后可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会

议组织评选优秀研究生学术报告并颁发证书。 

（四）请参会代表于 9 月 30 日之前将参会回执（见附件 1）

和论文摘要（参见附件 2）、墙报交流（参见附件 3）、口头报

告的申请发送至会务组电子邮箱 bodashuichan2021@163.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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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方式 

（一）会议报名及摘要： 

仪淑敏、15941679202；崔方超、18341679629。  

（二）会务组织： 

李学鹏、15841668528；李兆杰、13645329892。 

 

附件：1.参会回执 

2.论文摘要参考模板 

3.墙报交流参考模板 

 

  

中国水产学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 4 - 
 

附件 1 

参 会 回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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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月 15 日晚、（   ）10 月 16 日晚、（   ）10 月 17 日晚 

1.喜来登酒店 

（ ）大床；（ ）双床 

价格：无早 330 元/天、单早 428 元/天、 双早 526 元/天。 

（ ）商务大床 ；（ ）商务双床 

价格：无早 480 元/天、单早 578 元/天、双早 678 元/天。 

2.金城宾馆 

（ ）大床、（ ）双床 

价格：220 元/天，260 元/天，280 元/天，含双早。 

是否合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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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论文摘要发送至会务组电子

邮箱 bodashuichan2021@163.com，联系人：仪淑敏，联系电话：

1594167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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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论文摘要参考模板 

 

中文题目 

（三号，黑体） 

作者 1，作者 1,2 

（五号，仿宋，Times New Roman） 

（1．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2．XXXX） 

（五号，楷体，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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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New Roman） 

Author1, Author2 

（小五, Times New Roman）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hai University，Jinzhou, Liaoning, 121013； 2. XXX) 

（小五, 斜体, Times New Roman） 

Abstract（小五， 加粗，Times New Roman）:[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五号， Times New Roman） 

Key words（小五，加粗，Times New Roman）: XXX; XXX; XXX; XXX（五号，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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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墙报交流参考模板 

尺寸大小（长 1.6 米，宽 1 米），会议承办方准备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