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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

9 月 20 日 星期三
10:00-22:00

会议报到

酒店大堂
9 月 21 日 星期四

8:00-10:00

会议报到

酒店大堂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中国制冷学会副秘书长杨一凡
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孟庆国致开幕词
一层大宴
8:30
湖南省商务厅领导 致词
会厅
湖南省制冷学会理事长廖胜明 致欢迎辞
大会主题报告
一层大宴
会议主席：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刘长永
会厅
我国冷链物流发展趋势与政策分析
8:45
——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国办
发〔2017〕29 号）
——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主任陆成云
离不开冷链的肉品产业
9:30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教授
基加利修正案后的制冷剂和发泡材料替代的技术路线
10:00
——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项目官员
10:30
10:50

茶歇
食品冷链物流智能化发展趋势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伟
安全、高效、节能，一起探索食品加工中制冷的奥秘
11:20
——约克食品冷冻业务销售主管秘文涛
一层自助餐厅
12:00
自助餐
&二层中餐厅
大会主题报告
一层大宴
会议主席：中科院理化所田长青研究员
会厅
果蔬冷链物流技术与发展趋势
13:30
——济南果品研究院研究员冯建华
转型升级背景下成都银梨发展模式选择与创新
14:00
——成都银犁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彬
宽温区冷热系统技术研发与应用
14:30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助理剧成成
冷链物流发展现状与新趋势
15:00
——湖南云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钟贤柏
15:30

茶歇

高端对话
冷链装备制造业技术提升趋势
主持人：中国制冷学会副秘书长 杨一凡

15:50

一层大宴
会厅

从节能、环保、安全、智能化、信息化等方面讨论如何适应新形势下冷链物流发
展需求
出席嘉宾
企业家：李增群 刘凯 黄卫斌 闫立新 姜力涛 顾众 苑增之

专

家：李晓虎、申江、田长青、晏刚

百年精湛、信赖传承——
18:30

欢迎晚宴

嘉宾致辞：中国制冷学会理事长金嘉玮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总裁黄卫斌

一层大宴
会厅

9 月 22 日 星期五
冷链装备与技术专题研讨会
会议主席：中国制冷学会冷冻冷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曹阳

8:30-12:00

1.

日本物流冷库制冷系统及实例，株式会社前川制作所钱振翼博士

2.

冷冻冷藏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刘乐教授

3.

生鲜低温物流新技术,松下冷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周丹教授级高工

4.

自动化立体冷库的节能技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制冷教研室主任刘群生副教授

5.

自动热气融霜的优化方案，Danfoss 应用经理黄志华

6.

冷链制冷系统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开山冷冻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苑增之

7.

冷库建设的前期预控，华商国际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监刘汉尚

8.

冷库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系统，烟台顺达聚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李忠贵

冷链企业发展论坛
会议主席：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冷链工作室主任 王斌

8:30-12:00

三层
长沙厅

三层首长
接见厅

1.

设计院与食品冷链企业通力合作，共同发展，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虎

2.

新形式下冷链物流企业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刘宏全

3.

太古冷链布局及中国冷链行业发展趋势，太古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工程总监蔡志勇

4.

冷链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邦郁

5.

基于云的智能冷库能效管理，大连冰山工程有限公司部长刘柱

6.

从铁路冷链规划看冷链物流园区的建设，北京启达乔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霍青梅

7.

食品冷链与一带一路，国家安全生产专家张力教授级高工

冷链标准研讨会
会议主席：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马进

全国商业冷藏科技情报站站长尹从绪

三层
合肥厅

1. 冷链节能标准体系工作进展，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成建宏
2. 设计更高效的冷库，西姆科工业设备（北京）有限公司项目工程总监邓敏达
3. 《冷库设计规范》修订及《冷库施工及验收规范》制定-土建部分，国内贸易工程设
8:30-12:00

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詹前忠
4. 《冷库设计规范》修订及《冷库施工及验收规范》制定-设备部分，国内贸易工程设
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进
5. 自携式商用冷柜能效标准与实施，国家商用制冷设备检测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肖杨

商用制冷设备技术研讨会
会议主席： 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系副主任 晏刚教授

三层
南京厅

1.

2017 年商用冷柜市场现状及发展新机遇，产业在线副总经理杨萍

2.

从细分市场看商用展示柜研制与标准规范，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丁剑

8:30-10:10

波
3.

R290 压缩机在商用冷柜上的应用，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拥军

4.

高效 CO2 跨临界系统-商业冷冻全气候解决方案，开利研发中心商业冷冻部顾

妍
5.

商用冷柜新型换热器的研制，浙江同星制冷有限公司汪根法

食品保鲜技术研讨会
会议主席：天津商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臧润清

三层
南京厅

上海理工大学食品学院院长刘宝林

1. 新型流态化冰浆技术及其在食品冷却中的应用，广州能源研究所冯自平研究员
2. 搞好农产品产后预冷，确保农产品鲜度与安全，福建农林大学王则金教授
10:30-12:00

3. 贮藏温度波动对冻藏牛肉品质影响，天津商业大学杨永安教授
4. 单增李斯特菌在不同生猪肉流通模式中的暴露比较，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生刘阳泰
5. 冷链物流过程温度波动对美国红鱼品质的影响，上海海洋大学黄文博

12:00

自助餐

技术参观

一层自助
餐厅
乘坐大巴

13:30 酒店大堂集合乘车前往雨花区新兴路 159 号参观湖南云冷 1 号冷库。
13:30-16:30

参观结束后，可选择乘车返回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或前往长沙南站、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

雨花区

参会须知
各位会议代表：
欢迎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食品冷藏链大会暨第九届全国冷冻冷藏产业创新发展年会。为了您
顺利参会，现将会议期间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地点为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酒店位亍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酒店前台电话为
0731-85958888。本次会议丌提供接送站服务，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酒店交通情况如下：
1) 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约 30 公里；
2) 距长沙南站约 20 公里；
3) 距地铁 1 号线马厂站约 900 米。

2.

会议报到地点设在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大堂，报到时间为 9 月 20 日 10:00-22:00，9 月 21
日 8:00-11:00。

3.

在会场请保持秩序，请勿大声喧哗，将手机调成静音或飞行模式。

4.

有会议报告的嘉宾请提前准备好幻灯片并亍会议开始前复制至会场电脑上；同时分会场报告
人还应将 100 字以内的个人简介交给会议主席。个人简介内容可包括报告人的学历、职称、
单位和主要研究/工作方向等。

5.

为参会者工作便利，酒店客房及会场提供免费 WIFI 服务。

6.

参观时注意安全，并注意时间安排，未经参观企业允许私自触劢其设施。

7.

参观地点湖南于冷位亍长沙市雨花区新兴路 159 号，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约 30 公里，距长
沙南站约 12 公里。参观结束后，会务组安排大巴送会议代表返回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长
沙南站和长沙黄花国际机场（17:30 左右到达机场）。

8.

大会会务组竭诚为您服务，祝您会议期间一切顺利！

会务组联系方式：
尹从绪：13910929077 曹阳

13901338796 王波 18047287597 邱铮：13681499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