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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尊敬的同行和朋友们： 

  诚挚地欢迎你们参加今年 10 月 16－18 日将于中国上海举办的

2012 水产科技论坛。  

2012 水产科技论坛将以“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修

复”为主题，并将围绕“渔业资源评估与利用、渔业资源养护、渔

业生态环境修复”等专题进行交流与研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工业和生活排污、围填海工程、

水电工程、航运河道整治工程、石油溢/泄漏事故以及过度捕捞等，

对渔业资源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如何科学地开展水生生物资源

调查评估、渔业资源养护与生态系统监测评价，已成为世界范围的

关注焦点。目前已有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俄罗斯、联合国

粮农组织、世界渔业研究中心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和国内相关

领域的专家注册。我再次诚挚地邀请您到上海出席 2012 水产科技

论坛。 

期待您的光临，让我们相会在上海。 

                         

              张显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主办单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东海与长江口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支持单位: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农业部渔业局 

协办单位: 世界渔业研究中心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科学中心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   

 俄罗斯太平洋渔业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海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淮海工学院 

组织委员会： 

主  席 张显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院长  

副主席  陈雪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所长 

委  员  (国内人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陈儒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所长 

 陈厥祥 浙江万里学院 执行校长 

 何  真  广东海洋大学 校长 

 江世贵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所长 

 李杰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刘  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潘迎捷  上海海洋大学 校长 

 司徒建通  中国水产学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孙  松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所长 

 
王清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所长  

王新鸣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工程研究所 所长 



 吴德星  中国海洋大学 校长 

 吴淑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所长 

 徐  皓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所长 

 徐  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主任 

 晏维龙  淮海工学院 院长 

 姚  杰  大连海洋大学 校长 

 邹桂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所长 

 Kim Youngman   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 院长 

 松里寿彦       日本综合水产研究中心 理事长 

 Stephen Hall  世界渔业研究中心 理事长 

 Lev Bocharov  俄罗斯太平洋渔业研究中心 主任 

学术委员会： 

主  席 唐启升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名誉院长 

副主席  (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文宣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管华诗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雷霁霖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林浩然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山大学 

 刘  筠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湖南师范大学 

 麦康森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  

 王兆凯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徐  洵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 

 赵法箴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赵进东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所长 

        中国科学院 院士 

朱作言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常剑波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 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陈  勇  大连海洋大学 教授 

 陈大庆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董双林  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 

 黄硕琳  上海海洋大学 教授 

 贾晓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金显仕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李继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邱永松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危起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沈新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张国范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研究员  

 庄  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研究员 

  

 

会议时间：2012 年 10 月 16−18 日 （16 日全天报到） 

地    点：中国 上海 甸园宾馆(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2558 号) 

会议语言：英语 

论文摘要：请提交论文摘要 300－500 字（附对照英文），通过网上注册报名提交论文摘

要（www.iffst.org） 

论文摘要及全文截止日期：摘要：2012 年 9 月 10 日， 

全文：2012 年 9 月 10 日 

注 册 费：注册费 1500 元，在读学生凭学生证注册费 800 元。注册费含招待会、午餐、

茶点、资料费用，经注册的人员可以进入主题和开放的专题会场。  

饭店房价： 标准间：300 元/间/天（甸园宾馆优惠价格） 

联系地址：上海市军工路300号东海水产研究所科技处 

邮政编码： 200090 

联 系 人:  陆亚男 郑汉丰 张晓琴 

电    话:  021-65809358，021-65810249，010-68693131  

传    真:  021-65803926 

E-mail  :  forum@cafs.ac.cn 

报名网址：http://www.iff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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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水产科技论坛会议日程 

 

 

 

 

 10 月 16 日 10 月 17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19 日 

08:30-10:30 

 

报到 

开幕式 专题报告 

会议闭幕 

10:30-10:45 茶歇 茶歇 

10:45-12:00 主题报告 专题报告 

12:00-13:00 午餐 午餐 

13:30-15:30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 

15:30-15:45 茶歇 茶歇 

15:45-17:30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 

18:00-20:00 欢迎晚宴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