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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土壤微生物学术研讨会 

暨第六届全国微生物肥料生产技术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各位专家、学者、相关企业和同行： 

历经 4 年的等待和精心筹备，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农

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

“第十三届全国土壤微生物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全国微生物肥料生产技术研讨会”

定于 2018 年 11 月 17～19 日在上海市举行。此次会议将以“创新驱动学科与产业发

展”为主题，重点交流近几年我国土壤（农业）微生物学等学科研究及微生物肥料

等产业发展的技术与应用成果，研讨土壤（农业）微生物学和微生物肥料产业的发

展方向。大会将邀请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就土壤（农业）微生物学和微生

物肥料中备受关注的若干领域做专题报告和行业发展研讨。 

本次会议规模控制在 400 人左右，诚挚邀请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生产企业、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设备生产与经销企业和有关管理部门人员积极参会。会议将为

与会代表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成果展示以及项目合作的平台，欢迎并感谢企业代表

提供会议赞助，并前往会场展示产品。 

一、主办单位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二、承办单位 

农业部微生物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上海绿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上海华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时科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联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汉邦（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合缘绿色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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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光合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精耕天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恒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阿姆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中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四、主要议题 

围绕当前的热点和关注点，会议设置以下议题：（1）土壤微生物与农业绿色发

展； （2）微生物修复与土壤健康； （3）根际微生物区系互作调控与功能构建； 

（4）微生物主导的营养物质转化与高效利用；（5）关注的农业微生物研究进展与

应用；（6）生物固氮研究与应用；（7）微生物肥料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及其与资本

市场对接；（8）微生物肥料新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9）微生物肥料生态学效应及

其风险评估；（10）功能菌种、工艺、设备等方面的研发进展与技术交流。 

五、会议形式及日程 

本次会议采取大会报告、专题讨论及知识培训（资本市场）等形式进行。 

18 日（全天）和 19 日上午举行大会报告，时间 25 分钟/每位； 

18 日晚上进行微生物肥料专题讨论（自由提问和研讨，专家答疑）。 

19 日下午邀请基金投资和企业上市方面的著名专家进行有关企业上市和资

本市场相关的知识培训，有兴趣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和企业高管参加。 

六、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19 日，17 日报到，18 日至 19 日会议及培训。 

会议地点：上海星河湾酒店（上海闵行区都会路 3799 号，具体位置见附件 2） 

七、会议论文（摘要）征集 

1、本次研讨会将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专题综述，

汇编成《论文摘要集》，并择优安排会议发言。 

2、与会者提交未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和专题综述（限 6000 字以内），格式要

求如下：题目选用三号宋体；作者和作者单位采用五号楷体；正文使用小四号宋

体。同时，还应提交论文的中文摘要。 

3、论文均应按要求排版，通过 E-mail 发送至：mamingchao@caas.cn 或 

jli@caas.ac.cn.  

mailto:jli@ca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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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论文（摘要）不进行审稿，文责自负。 

5、请大家尽早提交会议征文，会议征文截止日期为 10 月 20 日；计划以专

题为单位选取代表性的论文和综述，经专家审阅后正式出版。 

八、会议注册及食宿费用 

请参会代表务必将会议回执（附件 1）于 9 月 15 日前，用 E-mail、传真或信件

发送至指定地址。本次会议代表注册费 1500 元/人，学生（凭学生证）及家属 1000

元/人。会议注册费报到现场通过现金或者刷卡缴纳。 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本次会议发票由专业会务公司开具，项目为“会务费”，报到时由会务组出具统

一证明，即委托会务公司代收会务费，并加盖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

员会公章。 

九、联系方式（大会会务组） 

（一）联系人： 

农业部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马鸣超：13501104082、李俊：13910068758； 

上海绿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闫龙翔：18918602927、夏经理：18918612927； 

（二）农业部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土肥楼 401 室 马鸣超、李俊 收 

电话/传真：010-82105091；82106208；82108702 

E-mail：mamingchao@caas.cn ；jli@caas.ac.cn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2018 年 05 月 28 日 

相关附件： 

1、 参加会议人员回执表 

2、 上海星河湾酒店（上海闵行区都会路 3799 号）交通指引 

3、 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相关知识培训会内容 

4、 关于成立“微生物土壤修复及肥料企业上海合作联盟”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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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加会议人员回执（复印有效）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参加人员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手机） E-mail 

     

     

     

住宿要求     单住                  合住             不需要安排住宿           

是否申请作大会报告 
   是，题目：  

   否 

是否参加 18 日晚微

生物肥料专题讨论 

   是                  否 

是否参加 19 日下午

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

相关的知识培训 

   是                  否 

预计到会时间    17 日           18 日 

预计离会时间    18 日           19 日          20 日 

发

票

信

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需提供发票抬头、税号） 

  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发票抬头、税号、地址、电话、开户银行及账号） 

单位发票抬头： 

单位税号： 

单位地址：                                电话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1、 请参会代表务必将此回执于 9月 15日前用E-mail、传真或信件发送至指定地址，

以做好会务安排，谢谢您的合作！ 

2、 发票信息必须详细填写，并确认好开票类型（普票或专票），在相应的   内划√

或涂黑，票据开出不能更换。 

3、 上海星河湾酒店为五星级酒店，因酒店房源紧张，参会代表住宿严格按照有效

报名回执统一安排，原则上先报名先安排，请代表尽量选择合住。酒店价格为

650 元/天，超出国家出差住宿标准的部分，会议主办方尽可能予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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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星河湾酒店交通指引 

1. 地理位置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3799 号。 

 

2. 交通路线 

 虹桥机场及虹桥火车站：地铁（10 号转 4 号转 1 号转 5 号）至春申路站（1 口

出）下车，换乘闵行 15 路，在金都路都会路站下车后步行 300 米，预计 1 小时 30

分钟。打车约 18km，60 元左右。 

 浦东机场：地铁（2 号转 1 号转 5 号）至春申路站（1 口出）下车，换乘闵行

15 路，在金都路都会路站下车后步行 300 米，预计 2 小时 20 分钟。打车约 50km，

180 元左右。 

 上海火车站：地铁（1 号转 5 号），至春申路站（1 口出）下车，换乘闵行 15 路，

在金都路都会路站下车后步行 300 米，预计 1 小时 10 分钟。打车约 26km，90 元左

右。 

 上海南站：地铁（1 号转 5 号）至春申路站（1 口出）下车，换乘闵行 15 路，

在金都路都会路站下车后步行 300 米，预计 50 分钟。打车约 10km，40 元左右。 

3. 联系方式 

 酒店前台：021-34129999，陈经理 13671673807 

 会务组：夏经理 18918612927 

上海星河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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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相关知识培训会简介 

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对“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作出专门部署，强调要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目的就是要减少化肥使用量，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减少资源浪费，保护土壤环境，保障农产品安全，2016 年随着国家“土十条”的推出，

各级政府积极进行各项工作的生根落地，土壤修复的产业规模正在逐年增加，为生

物技术和生物肥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通过近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微生物

肥料企业虽然在数量上增加很快，但存在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意识薄弱，经营规

模偏小和不规范等问题，很难在市场形成品牌优势，目前在主板上市的微生物肥料

企业稀缺。如果一个行业内没有领导品牌，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行业自律难以形

成，就会造成市场的混乱和无序。很多从事微生物肥料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吸引投

资和企业上市的梦想和规划，但到了真正进入资本市场的时候，基本都面临两个问

题，一是企业经营的合法合规性，其中主要是财务的规范性；二是无法正确认识企

业价值，不能给自己的企业合理的估值，使资本无法介入。 

趁此次盛会在上海召开之际，利用上海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势，会务

组安排 19 号下午，邀请基金投资和企业上市方面的著名专家进行有关企业上市和

资本市场相关的知识培训，希望包括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企业高管及有兴趣的各

位代表参加。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 

一、资本市场主版、港版、新三版和科创板的区别； 

二、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三、进入资本市场企业的合法合规性； 

四、企业估值及股权融资； 

五、答疑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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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成立 “微生物土壤修复及肥料产业上海合作联盟”倡议书 

   微生物肥料企业的同仁们： 

在微生物肥料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始终是这个行业的主角，虽然有的企

业经历了凤凰涅磐，成为今天行业的标杆，有的企业昙花一现，成为行业的过客，

但这些企业都为推动微生物肥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微

生物肥料产业才上升到国家战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保护及有机质提升项目以及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方案，目的就是要减少化肥使用量，提

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保护土壤环境，保障农产品安全，2016 年随着国

家“土十条”的推出，为生物技术和生物肥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 

虽然市场规模愈来愈大，但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技术含量低，

质量意识薄弱，发展规模小，经营不规范，商业模式传统简单，经营困难等问题，

很难在市场形成品牌优势，产业资本无法进入，目前还没有一家微生物肥料企业进

入资本市场在主版上市，如果一个行业没有主导企业和品牌就会鱼目混杂，造成市

场价格的混乱和竞争的无序，最终伤害行业的良性发展和企业利益。没有利润，就

没有创新和服务；没有市场秩序，就无法公平竞争；没有先进的商业模式，就不能

快速复制发展；没有资本的介入，就很难做大做强。在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是发展

的趋势，依靠先进的商业模式和产业资本，整合产业链中不同企业的优势资源，取

长补短，优势互补，才能达到有序快速的发展。 

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的发源地，集中了国内及国际顶级的投资

机构，2017 年我国产业资本投资的 85%来自于上海，值此第十三届全国土壤微生物

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全国微生物肥料生产技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之际，组委会倡议

成立“微生物土壤修复及肥料产业上海合作联盟”，联盟主要功能： 

1、整合全国科研院所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促成企业对接； 

2、整合原料资源，降低采购成本； 

3、沟通市场信息，规范市场行为； 

4、协调市场价格，避免恶性竞争； 

5、提供技术和质量管理咨询； 

6、通过合伙人的商业模式和资本平台，按照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整合有强

烈参与资本市场愿望的企业的不同优势资源，在 3-5 年内培育 1-2 家企业在主板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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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靠上海资本的优势资源，每年在上海组织一次优质企业资本对接会，对

好的项目进行路演展示，促成投资机构的前期介入。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单打独斗已成为

过去，希望有志于在土壤微生物领域长期发展的企业积极参与“微生物土壤修

复及肥料产业上海合作联盟”的组建和发展，以“做大蛋糕”的心态和“平台

经济”的思维将自己的优势资源整合到合作联盟的平台中来，集小成大、集优

成强，合作联盟一定会成为“创业者实现梦想，企业家再创辉煌”的舞台，将

有效推动行业的发展，为我国耕地土壤修复和改良、乡村振兴战略、农产品的

提质增效及食品安全做出贡献。 

 

 

微生物土壤修复及肥料产业上海合作联盟筹备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