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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时间：

2016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

二、会议地点：

张家口威尼斯大酒店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工业东街烟厂南门西侧；电话：0313-8082266）

三、会议资料领取地点：

张家口威尼斯大酒店一楼报到处

联系人：曹海珍

电  话：15631355053 
报到时间：7 月 13 日 08 ：00-20 ：00

四、注意事项

1、请自觉遵守会议作息时间，认真做好记录以备讨论。

2、开会期间请自觉关闭手机，或将其设为静音模式，请勿在会场接听电话。

3、请按会议座次表入座，按车号乘车。

4、与会人员凭相关手续在张家口威尼斯酒店住宿。

5、请各参会人员注意安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有事请与会务组联系。

6、请各参会人员提前 10 分钟进入会场。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                  7 月 16 日

                                                         
 

34℃ ~19℃                32℃ ~19℃                28℃ ~17℃                26℃ ~17℃

会议组联系人：曹海珍         后勤组联系人：吉学琴     医疗组联系人 ：冀耀威

电       话：15631355053     电       话：15631355013            电    话：156313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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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formation

Workshop Time
July 13, 2016—July 15, 2016

Workshop Venue
Zhangjiakou Venice Hotel, Industrial Avenue of Qiaodong District, Zhangjiakou, Hebei 
Province, China 
Tel:86+313-8082266

Registration
Time: 08 ：30-18 ：00, July 13, 2016
Place: First Floor of Zhangjiakou Venice Hotel
Contact: Grace Xiang
Tel: +86-13180025431

Notes
1.Please keep off the phones or mute, no answering inside convention hall.
2.Please get on the bus punctually according to corresponding number.
3.Please take care during the meeting, take good care of personal belongings.
4.Please contact with the contact person if you need any help.
5.Please enter the meeting room 10 minutes ahead of the schedule.

13 July                     14 July                     15 July                     16 July
                                                          

  

34℃ ~19℃               32℃ ~19℃               28℃ ~17℃                26℃ ~17℃

Warm Prompt

Contact Persons:
Medical Treatment: Ji Yaowei, +8615631355160
Accomodation:   Ji Xueqin, +861563135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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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16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08:00-20:00 会议报到 大 堂

12:00 自助午餐 一 楼 餐 厅

16:00-18:00

2016 年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年会（参会单位：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河北省马铃薯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内蒙古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
事单位、云南省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 国家马铃薯产

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理事长
李文华

三楼会议室
1. 2015 年联盟工作报告

2. 新成员入盟仪式

3. 讨论：联盟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产业发展

18:30-20:00 欢迎晚宴
武文彦
汤　宁

四 楼 金
色 大 厅

2016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09:00-10:10

开幕式

三 楼
国际宴会厅

1.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白龙致欢迎辞

察北管理区管
委会主任
安振新

2. 河北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副处长杨佩茹致辞

3. 科技部农村司王喆副司长讲话

4. 荷兰王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郝马丁讲话

5.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院长李文华致辞

10:10-10:30 全体合影
威 尼 斯
大 酒 店

10:30-10:50 新《种子法》给中国马铃薯种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李立秋 国家马铃薯产
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理事长、
黑龙江省农科
院院长
李文华

三 楼
国际宴会厅

10:50-11:10 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在中国 卢肖平

11:10-11:30 迈向更可持续的马铃薯生产 克　耐

11:30-11:50 中国马铃薯育种现状、问题及对策 盛万民

12:00-13:00 自助午餐
四 楼
金 色 大 厅

13:50 酒店门前集合

14:00-16:00 赴中荷现代农业示范园 途 中

16:00-18:00 参观中荷现代农业示范园和雪川农业马铃薯示范基地 察北管理区

18:00-18:30 前往中都草原 途 中

18:30-21:40 晚餐、观看民俗表演 中 都 草 原

22:00-23:00 返回张家口威尼斯酒店 途 中



5

201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学术报告（种业专题）

三 楼 国 际
宴 会 厅

08:00-08:20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况 崔野韩

吕典秋

08:20-08:40 荷兰马铃薯品种登记及种薯质量认证 安　桐

08:40-09:00 中国马铃薯种薯质量检测和认证的探讨 白艳菊

09:00-09:20 关于创新繁种方法在中国马铃薯产业中推广应用的前瞻
安　桐
杨 · 哈克

学术报告（良好农业专题 )

09:20-09:40 马铃薯仓储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
张啸风 
约　翰

吕典秋

09:40-10:00 茶  歇

10:00-10:20 中荷马铃薯良好农业规范（GAP）技术示范效果报告 刘振宇

克　耐

10:20-10:40 荷兰粘质土壤马铃薯生产技术：优势与挑战 瓦尔特

10:40-11:00 马铃薯的肥料使用可持续发展 喀斯特

11:00-11:20 引起中国马铃薯叶部病害的链格孢菌种类鉴定 吴学宏

11:20-11:40 利用“Akkerweb”决策支持系统进行马铃薯晚疫病防
控的创新研究

吉耶特

11:40-12:00 先正达致力于中国马铃薯可持续生产 程　永

12:00-13:30 自助午餐
四 楼
金 色 大 厅

学术报告（未来展望专题 )

三 楼
国际宴会厅

13:30-13:50 爱味客在中国 – 马铃薯种植与生产方面的挑战
迪　克
杨泽文

王登社

13:50-14:10 地理信息系统在马铃薯种植管理上的应用 克　耐

14:10-14:30 马铃薯储存技术的创新研究
欧　文
奥斯卡

14:30-14:50 中国马铃薯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马铃薯产量、资源
利用效率和环境影响分析

安　桐
王　娜

14:50-15:10 食物与马铃薯消费的历史变化和发展趋势 马庭·范德文

15:10-15:30 优化农业用水， 马铃薯产量生产最大化
利　昂
黄　颖

15:30-15:50 茶  歇

15:50-16:50 关于推进马铃薯种薯检测与质量认证的高端论坛

安　桐
李文刚
白艳菊
云　庭
武合讲

王登社

16:50-17:00 2017 年中欧马铃薯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合作研讨会暨国
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交接仪式

察北管理区
云南农业大学

吕典秋
克　耐

17:00-18:00 洽谈会
吕典秋
克　耐

18:00-20:00 晚  宴 四 楼
金 色 大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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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Program
Wednesday 13th July, 2016 

Time  Program Chair Venue
08:00-20:00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Hall

12:00 Buffet Lunch Buffet Restaurant 
on First Floor

16:00-18:00

Annual Meeting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Potato in 2016(SAITIP)

Li Wenhua, president of SAITIP Meeting Room on 
Third Floor

1.Working Reports in 2015

2.Accession Ceremony

3.Discussion: how to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8:30-20:00 Welcome Banquet Wu Wenyan
Tang Ning

Golden Hall on 
Fourth Floor

Thursday 14th July, 2016

09:00-10:10

Opening Ceremony

Grand Ballroom 
on Third Floor

1.Bai Long, vice mayor of Zhangjiakou city 
people's government
2.Yang Peiru, deputy director of 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3.Wang Zhe, deputy director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Mr. Martin Olde Monnikhof, Agricultural 
Counsellor of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5.Li Wenhua, president of HAAS and SAITIP

An Zhenxin, director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habei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10:10-10:30 Conference Photo

10:30-10:50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seed potato industry by new 
Seed Laws 

Li Liqiu 

Li Wenhua, president of HAAS and SAITIP
10:50-11:10 CCCAP in China Lu Xiaoping

11:10-11:30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potato 
production

Corne 
Kempenaa r

11:30-11:50 Statu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Potato Breeding in China

Sheng 
Wanmin

12:00-13:00 Buffet Lunch Golden Hall on 
Fourth Floor

13:50 Assemble in hotel lobby, transfer to field demo

14:00-16:00 Transfer to Sino-Dutch Agricultural Demo Park On the way

16:00-18:00 Field excursion Chabei District

18:00-18:30 Transfer to Zhongdu Prairie On the way

18:30-21:40 Dinner and folkloric show Zhongdu Prairie 

22:00-23:00 Return to hotel On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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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5th July, 2016
Academic reports(Seed Material)

Grand Ballroom 
on Third Floor

08:00-08:20 Survey of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China Cui Yehan

Lyu Dianqiu

08:20-08:40 Registration of potato varieties and certification of 
seed potatoes in the Netherlands Anton Haverkort

08:40-09:00 Discuss on Qualit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Seed Tuber in China Bai Yanju

09:00-09:20 Prospects of deployment of innovative propagation 
methods in the potato industry in China

Anton Haverkort 
& Jan Hak

Academic reports(GAP)

09:20-09:40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potato quality in stores Zhang Xiaofeng
Johan Kikstra Lyu Dianqiu

09:40-10:00 Coffee Break

10:00-10:20 The Report of Demonstrate Technology for Sino-
Dutch Potato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 Liu Zhenyu

Corne Kempenaar

10:20-10:40 Potato production on clay soils in The Netherlands: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Walter Kempenaar

10:40-11:00 Sustainable fertilizer use in potatoes Leon Haanstra
Arjan Reijneveld 

11:00-11:20 Characterization of Alternaria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potato foliar diseases in China Wu Xuehong

11:20-11:40 Innovations in potato late blight control using the 
Akkerweb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Geert Kessel

11:40-12:00 Syngenta'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in potato 
production in CN Cheng Yong 

12:00-13:30 Buffet Lunch Golden Hall on 
fourth floor

Academic Reports(Future Outlook)

Grand Ballroom 
on third floor

13:30-13:50 Aviko in China – Challenges to Improve Potato 
Cultivation and Production

Dick Zelhorst
Zewen Yang 

Don Wang

13:50-14:10 Use of GIS-information system in potato crop 
management Corné Kempenaar

14:10-14:30 Innovative storage control Erwin 
Oscar Salet

14:30-14:50
Yield gaps, resource use efficiencie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tato production in 
China

Anton Haverkort 
Na Wang

14:50-15:10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of food and potatoes 
over the history and trends in the future to be 
expected

Martin van de Ven

15:10-15:30 Optimization of water use in agriculture, in return 
to maximizing potato yield production

Leon 
Winnie Huang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6:50 Academic Forum on Promoting Seed 
Det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Anton, Li Wengang, Bei Yanju, Yun Ting, Wu 
Hejiang

Don 
Wang

16:50-17:00

Handover Ceremony of Sino-Europe 
workshop on potato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council of SAITIP

Chabei Administration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yu 
Dianqiu
Corne

17:00-18:00 Match-making Event

18:00-20:00 Dinner Golden Hall on 
four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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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参会人员名单
Domestic Participants List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王　喆 科技部农村司 副司长 　 　

郑舟毅 科技部农村司 副主任 　 　

李立秋 中国种子协会 副会长 秘书长 　 　

崔野韩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
保护处

处长 　 　

卢肖平 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 主任 　 　

杨佩茹 河北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副处长 　 　

白　龙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孙东峰 张家口市科技局 局长 　 　

王玉龙 张家口市科技局 副局长 　 　

李志杰 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 党工委书记 　 　

安振新 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
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王登星 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
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

　 　

胡木强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党委书记 　

庞昭进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
所

所长 13603189913 hbhsjin@126.com

郭安强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
所

　 15131857261 15131857261@126.com

张　斌 张家口市农科院 院长 　 　

黄文胜 张家口市农科院 副院长 18931318869 hws8920@163.com

李文华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理事长 
院长

　 saitip@126.com

于洪涛 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 主任 15046610101 yuhongtao9900@163.com

马　成 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 副主任 13069960204 macheng5555@163.com

唐晓东 黑龙江省农科院外事处 科长 86677452 haas2006@163.com

李一丹 黑龙江省农科院外事处 科员 86677452 liyidan20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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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吕典秋

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秘书长 
所长

13796639125 smallpotatoes@126.com

胡林双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联盟秘书 18246444441 hulinshuang@126.com

张丽佳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联盟秘书 15045697883 jijizhanglijia@163.com

李学湛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研究员 13313630345 xuezhanli806@126.com

白艳菊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副所长 18604600733 yanjubai@163.com

刘振宇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联盟秘书 13936578027 tbcwsa@sina.com

杨　帅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助理研究员 15846529497 yangshuai20000@163.
com

万书明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副研究员 13895708612 wanshuming_22@163.
com

王文重
黑龙江省农科院植物脱毒苗木研
究所

副研究员 13936177055 wenwen0331@163.com

盛万民 黑龙江省农科院作物育种所 研究员 18246045107 shengwanmin@163.com

邵立刚 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院长 13206508910 keshansuo@163.com

李志新 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副主任 15331891277 199382good@163.com

孙继英 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副研究员 13763490820 kszpeishi@163.com

李淑敏 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科员 　 　

董清山 黑龙江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 副院长 13946369506 mdjdqs@126.com

解国庆 黑龙江省农科院牡丹江分院 研究员 13694531982 xgq_8@163.com

马　恢
张家口市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农业部薯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张家口）

所长 
副主任

13931311618 mahui2971@126.com

籍立杰 张家口市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 副所长 13630886016 zjknkymls@126.com

乔亚科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生科院副院长 13933584985 qiaoyake@126.com

朱英波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教授 13785076023 　

胡同乐 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 13833028511 tonglehu@yahoo.com

曹先维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13926029862 caoxw@scau.edu.cn

赵竑博 华南农业大学 副教授 13128290698 zhao@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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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吕文河 东北农业大学 教授 13039969526 luwenhe60@163.com

郭华春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院长 13888235622 ynghc@126.com

于德才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马铃薯产
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秘书长

13388859299 　

孙海清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王铁良 沈阳农业大学 副校长 　 　

李建东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院长 　 　

李晓安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党委书记 　 　

于海秋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副院长 　 　

王　玺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教授 　 　

殷　红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教授 　 　

肖木辑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副教授 　 　

王国骄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副教授 　 　

郭　瑞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讲师 　 　

周桦楠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18640048857 13120115443@163.com

付雪娇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助理研究员 13840165002 piaoxueer15@163.com

武合讲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主任 15901032135 　

董道峰 山东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王培伦 山东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丁明亚
河北省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理事长 13903149133 　

孟昭云 承德市农牧局 调研员 13703146371 　

张学敏 承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长 　 　

任自中 承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cdrzz@126.com

石爱丽 承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董克良 承德市蔬菜所 所长 13903242678 CDSCSDKL@163.COM

王久恩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wangje@sina.com

陈　军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 　 　

董　月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 　 　

王世一 河北久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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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高占旺
沽源县禾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董事长 13381281806 gaozw88@126.com

王海东
沽源县禾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经理 15148631788 1696717429@qq.com

张　辉
沽源县禾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经理 18503131881 zhanghui19862008@126.
com

孙江洪 河北慧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933016032 379590120@qq.com

熊万龙 河北慧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 15103318633 huigunongye@126.com

李进凯 张家口市大农种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582430153 13582430135@163.com

李海燕 张家口市大农种业有限公司 会计 13393241505 1253045470@qq.com

魏　国 丰宁金地源公司 经理 13503145836 　

郑志强
丰宁满族自治县金土地薯类种植
专业合作社

董事长 13931415302 　

方宪法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13601128944 fangxf@caams.org.cn

吴学宏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 副主任 / 教授 13601272810 wuxuehong@cau.edu.cn

许庆芬 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 副研 13351689765 qingfenxu2002@163.com

佟　卉 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 助研 18522726959 58222439@qq.com

刘燕清 天津市农作物研究所 助研 18812642430 1009562806@qq.com

李文刚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研究员 13804711269 　

云　庭

内蒙古正丰马铃薯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内蒙古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董事长 
理事长

13804714769 Zfyunting@126.com

宋翠玲 内蒙古坤元太和 董事长 18910771167 778539975@qq.com

焦泓博 内蒙古坤元太和 董事会秘书 18698730527 jiaohongbo07@outlook.
com

董建康 正蓝旗元都种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701107600 dongjk@xanaduseed.com

张华鹏 正蓝旗元都种业有限公司 农艺师 18763139970 zhanghp@xanaduseed.
com

杨守义 白银库伦牧场 副场长 13754196688 　

刘相文 锡林郭勒盟雪峰农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304798868 　

耿　磊
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有限公
司

马铃薯研究所
所长

15147982369 1223632808@qq.com

毛锐涛
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有限公
司

种质资源经理 15047985339 maort19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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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刘永强
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有限公
司

科研经理 18771497187 liuyongqiang13900@163.
com

马建飞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农场经理 15848968408 majianfei@linkage.com

王丙雪
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翻译 15147330074 15147330074@163.com

唐洲萍 广西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5994381096 tangzhouping419@163.
com

何虎翼 广西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3517664376 wintiger2008@126.com

何　宁 黑龙江农科院外事处 处长
0451-
86681760 15303606959@163.com

李　顺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084608888 bdhmlszhb@163.com

杨庆东 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5636244123 18945167557@163.com

魏一江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18145588877 bdhmlszhb@163.com

于　滨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13351111215 13314523697@163.com

李明安 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18045641988 bdhmlszhb@163.com

孙秀玲 黑龙江省勃利县科技局 局长 13946522799   blkxj@126.com

刘明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教授 　 　

朱文革
黑龙江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
司

总经理 15604570088 870075982@qq.com

张荣华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高级农艺师 15945990337 nkkxyzrh@163.com

张荣华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经济作物研
究所

高级农艺师 15945990337 nkkxyzrh@163.com

卢淑雯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加工研
究所

所长 13845073078 shuwenl@sina.com

沈卉芳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加工研
究所

助理研究员 13904648796 shenhuifang_1987@126.
com

胡春城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春城
合作社

理事长 13763453999 303199999@qq.com

胡洪江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春城
合作社

副理事长 13763453999 　

卞　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农业
局

副局长 18145339010 744589878@qq.com

谷风暴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种繁殖场 总经理 13352561111 　

姜连玉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种繁殖场 经理 1383639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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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武佩祥 黑龙江省马铃薯原种繁殖场 经理 13846371006 13846371006@163.com

丁　武 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 生产部长 13504568233 xingjiazy@163.com

顾海滨
克山同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
社

主任 15146248588 1115840723@qq.com

王绍军 克山县沃丰马铃薯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234931234 619973456@qq.com

周爱兰
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

董事长 15693209885 dxailanshy@163.com

刘学清 湖北凯瑞百谷农业科技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 18627171055 18627171055@163.com

黄　健 湖北凯瑞百谷农业科技股份公司 生产经理 15172451741 　

陈家吉 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
理

13277543045 2514740174@qq.com

沈良红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605511616 　

宋兴俊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主任 13853489191 songxingjun9191@163.
com

朱炎辉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18654763234 zhuyanhui@xisen.com.cn

沈学善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
所

　 13980624141 shenxueshan@126.com

杨　华 德沃公司 总工 13796601787 yanghua007008@163.
com

黄益祥 惠东县广兴农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连光 惠东县广兴农贸有限公司 　 　 　

孙志远 广西榕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778056788 844805543@qq.com

蔡玉仁 厦门市翔安马巷玉林种子店 总经理 　 　

高鸿福
福建省厦门市福鸿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董事长 15959377168 　

谢宝福
福建省厦门市福鸿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王登社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631355001 dwang@snowvalley.com.
cn

程小飞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631355051 xfcheng@snowvalley.
com.cn

牛丽娟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种业总监 15631355130 ljniu@snowvalley.com.cn

林学良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总监 15631355080 xllin@snowvall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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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彭亚清 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15631355020 yqpeng@snowvalley.com.
cn

陈　成 珠海羽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经理 15805530127 31397007@qq.com

潘斌斌 珠海羽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飞控手 15922606627 　

胡才志 珠海羽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经理 15805530171 　

余德云
TOMRA 陶朗集团 ( 蒸汽去皮 &
光学分选 ) 区域销售经理

188 6710 
6307 deyun.yu@tomra.com

程　永 先正达
植保产品研发
专员

13810789435 yong.cheng@syngenta.
com

潘明翔 先正达
整合方案执行
经理

15904470111 mingxiang.pan@syngenta.
com

李红磊 先正达 生产技术经理 18504816208 honglei.li@syngenta.com

孙　峰 先正达 销售经理 　 feng.sun@syngenta.com

赵振杰 先正达 作物方案主任 　
zhenjie.zhao@syngenta.
com

符晓峰 杜邦公司 市场开发总监 　 　

宋伟良 杜邦公司 销售省经理 　 　

赵德友 杜邦公司
技术部杀菌剂
经理

　 　

宋晓磊 杜邦公司
华北区市场专
员

18660138262 xiaolei.song@dupont.com

张广军 亿利沙漠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培臣 优胜绿农（北京）农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MinKyu Lee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关键客户
经理

18601323153 minkyu.lee@bayer.com

Tony Liu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作物经理 15201222394 tony.liu@bayer.com

乔勇军 蓝威斯顿（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高级农业经理 18601284597 jason.qiao@conagrafoods.
com

王志强 蓝威斯顿（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农艺师 18547114746 zhiqiang.wang@
conagrafoods.com

张文鹏 北京佳格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3426486813 zhangwenpeng@
gagogroup.com

贾　敏 北京佳格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5910462038 jiamin@gagogroup.com

周　鸿 农民日报品牌传播中心 主任 13801211771 　

张　煜 中国食品报 记者 1894719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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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电　话 邮　箱

高振发 河北省日报社 记者 18903139488 　

郑世繁 河北经济日报 记者 13331313232 　

武殿森 张家口日报社 记者 　 　

牛　燕 张家口日报社 记者 15332199060 　

曹丕业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记者 13700333321 　

高春辉 察北管理区电视台 记者 18632358887 　

白永珍 察北管理区宣传部 副部长 13931339363 　

魏晓会 察北管理区电视台 记者 1583233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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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邮　箱

Martin Olde Monnikhof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Lily Zhang Embassy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lily.zhang@minbuza.nl

Verder Frank Mantis ULV GmbH f.verder@mantis-ulv.com

Geert Kessel Wageningen UR Geert.Kessel@WUR.NL

Anton HAVERKORT Wageningen UR anton.haverkort@wur.nl

Corné KEMPENAAR Wageningen UR corne.kempenaar@wur.nl

Leon Haanstra WUR Student leon.haanstra@wur.nl

Coen vd Bigghelaar WUR Student coen.bighelaar@hotmail.com

Jan Hak Clootwijck nurseries secretariaat@clootwijck.nl

Zhang Tong NAFTC zhangtong@naftc-china.org

Martin van de Ven MJ Consultancy 　

Joop van Drunen Aviko SnowValley Food (Hebei) Co., Ltd. 　

Dick Zelhorst Aviko Dick.Zelhorst@avikopotato.n

Zewen Yang Aviko z.yang@avikopotato.nl

Walter KEMPENAAR Kempenaar w.kempenaar@agroweb.nl

Na Wang WUR na.wang@wur.nl

Winnie Huang Eijkelkamp Soil & Water w.huang@eijkelkamp.com

Leon van Hamersveld Eijkelkamp Soil & Water l.vanhamersveld@eijkelkamp.com

Christopher Shepherd DuPont Crop Protection christopher.p.shepherd@dupont.com

Sam Fu Dupont 　

Ebele Postma Netherlands B&E BV epi.postma@xs4all.nl

张恒译 Netherlands B&E BV zhanghengyi@ftacn.com

Michel Stroo Farm Frites MichelStroo@Farmfrites.com

Niels van der Waal Farm Frites nielsvanderwaal@farmfrites.com

Johan Kikstra APH johan@aph.nl

Zhang Xiaofeng APH zhang@aphgroup.cn

Harm Brinks Delphy h.brinks@delphy.nl

国外参会人员名单
Foreign Participant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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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邮　箱

Altjo Medema Dacom altjo.medema@dacom.nl

Luke Qu BJHMA Luke@bjhma.com.cn

Karst Brolsma Eurofins karst.brolsma@eurofins-agro.com

Erwin vd Berg Tolsma Grisnich ErwinvandenBerg@tolsma.com

Oscar Salet Kiremko os@Kiremko.com

Ning Fan Verbruggen Ning.Fan@verbruggen.nl

Yanbo Wu Verbruggen yanbo.wu@verbruggen.nl

Minkyu Lee Bayer minkyu.lee@bayer.com

Tony Liu Bayer 　

Ton Frijters HZPC Ton.frijters@hzpc.nl

Marinus Overheul Topsector NL m.overheul2@minez.nl 

Eric Fransen Rabobank Eric.Fransen@rabobank.com

Querol Thierry Sygenta Thierry.Querol@syngenta.com

Jacobus Branderhorst AVIKO 　

Adrienne Frederika 
Branderhorst AVIKO 　

Johannes Sigbertus Maria AVIKO 　

Wilhelmina Theodora Andrea AVIKO 　

Sigriet Jacoba Zelhorst AVIKO 　

Hendri Meijer AVIKO 　

Teuntje Macleane Meijer AVIKO 　

Willem Van Tilburg AVIKO 　

Marielle Josina Cornelia Maria AVIKO 　

Hilchard Gerhard Waalkens AVIKO 　

Catharina Margaretha Johanna 
Waalkens AVIKO 　

Diederick Johan Antoni Paul 
Hulshoff AVIKO 　

Kim Martine Maria Hulshoff AVIKO 　

Albert Hendri Broeze AVIKO 　

Jan Van Kempen AVIKO 　

Valesca Koenen AV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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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路线

①雪川农业马铃薯产业园区概况→②循环经济沼气发酵站→③微型薯生产与储

藏→④现代化马铃薯储藏库群→⑤爱味客雪川马铃薯加工车间→⑥马铃薯育、繁

种智能温室→⑦水肥一体化示范工程展示→⑧马铃薯品种展示区→⑨良好农业规范

GAP 技术应用展示区：

时间安排

16 ：00-16 ：10  雪川农业马铃薯产业园区停车场

16 ：11-16 ：20  循环经济沼气发酵站

16 ：21-16 ：30  微型薯储藏库

16 ：31-16 ：40  现代化马铃薯储藏库群

16 ：41-17 ：00  爱味客雪川马铃薯加工车间

17 ：01-17 ：20  马铃薯育、繁种智能温室

17 ：21-17 ：25  水肥一体化示范工程展示

17 ：26-17 ：45  马铃薯品种展示区

17 ：46-17 ：59  良好农业规范 GAP 技术应用展示区

18 ：00-18 ：20  赴中都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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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 Route
① SnowValley Agriculture Potato Demo Park →② Biogas Fermentation of 

cycling economy →③ Minituber's Production and Storage →④ Modernized Potato 

Storages →⑤ Aviko SnowValley Factory →⑥ Intelligent Greenhouse for Propagating

 and Breeding →⑦ Integration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Demo →⑧ Varieties Demo

→⑨ GAP Demo

Schedule

16 ：00-16 ：10  Parking lot of SnowValley Agriculture

16 ：11-16 ：20   Biogas Fermentation of cycling economy

16 ：21-16 ：30  Minituber Storage

16 ：31-16 ：40  Modernized Potato Storages

16 ：41-17 ：00  Aviko SnowValley Factory 

17 ：01-17 ：20  Intelligent Greenhouse for Propagating and Breeding 

17 ：21-17 ：25  Integration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Demo

17 ：26-17 ：45  Varieties Demo 

17 ：46-17 ：59  GAP Demo

18 ：00-18 ：20  Transfer to Zhongdu Prairie



20

察北管理区基本情况简介

察北管理区地处中国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坝上地区，东西 35 公里，南北 18 公里，总面

积 373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1400 米。共一镇、一乡、五个管理处，总人口 3 万人。察北管理

区前身为国营察北牧场，始建于 1949 年，先后隶属中央农业部、河北省农垦局。2003 年 8 月，

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为张家口市的派出机构，是“国家

级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市级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三大功能示范

区。

区位优势明显。察北位于张北、沽源、康保三县交界处，距张家口市 90 公里、北京 270
公里、石家庄 380 公里，天津 420 公里，“207”国道与张石高速纵贯全区，交通通畅便捷，是

坝上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农牧业资源丰富。全区有国有土地 28.5 万亩，耕地集中连片，草场广袤宽阔，易于规模

化开发，已建总面积 4 万亩节水灌溉种植园区 2 个，拥有各类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 2300 多台

（套），农机耕、种、收综合作业率达到 87%，位居全省前列，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现代农业园

区。

农业产业化水平高。察北管理区拥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3 家，市级 8 家，形成了以奶牛养殖及乳品加工、马铃薯繁育加工两条特色显明、链条完整、

利益共享的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67%，使 10000 多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型。

循环农业发达。把低碳、循环理念融入到发展当中，在全市率先打造畜禽养殖循环产业链，

实现了奶牛养殖、粪污发酵、沼气发电、沼液还田、沼渣入圈的良性循环发展，是河北省重点

打造的生态功能区和全省第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县区。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区内林草覆盖率达到 79%，气候凉爽，景色宜人，拥有宝贵的生态旅

游资源。正在实施中国国际马城项目，规划“九点一线” 特色旅游景点建设，叫响以察北军马

场红色旅游、农业生态绿色观光、奶业文化白色体验为主的红、绿、白三大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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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bei Management Area Overview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Hebei Province, Zhangjiakou flatland areas, Chabei management area 

lies in the junction of Zhangbei, Guyuan, and Kangbao County. It is about 35 kilometers from west 
to east, and about 18 kilometers from north to south,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373 square kilometers, 
with an average elevation of 1,450 meters. Jurisdiction of a town, a village, five management of 18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43 villages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30,000, Chabei was formerly state-
owned ranch. Built in 1949, it was successively attached to the centra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ebei 
Bureau of Reclamation. In August 2003, approv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ebei Province, this 
area was formally restructured as Chabei Management District, Zhangjiakou City. As the agency of 
Zhangjiakou, it serves as "National Agribusiness modern agricultural demonstration zone, provincial 
recycling economy demonstration areas, and municipal modern agriculture High-tech demonstration 
zone”

Obvious location advantages. Located in the junction of three counties-Zhangbei, Guyuan 
and Kangbao, Chabei is 90 kilometers from Zhangjiakou City, 270 kilometers from Beijing, 380 
kilometers from Shijiazhuang, and 420 kilometers from Tianjin. With "207" National Road and Zhang 
Shi high-speed running through the region, which makes the transportation smooth and convenient, 
Chabei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 hub of  the flatland area. 

Rich 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he region boasts 28.5 million acres of state-owned land with 
concentrated arable land, and vast expanse of grassland, which makes it easy to scale development. 
It has built a total area of 40000 mu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lanting Park. With over 2300 sets of 
various moder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e agricultural plowing, planting, harvesting 
consolidated operating rate reaches 87%, ranking first in the province. With the level of equipment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province, Chabei is the largest modern agricultural park in North China.

High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region has eleve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Leading Enterprise, including a national one, three provincial and seven municipal, forming two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s dairy — farming and processing as well as potato breeding,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chain integrity, shared interests. With industrial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rate up 
to 67%, more than 10,000 peasants have transformed into industrial workers.

Advanced circular agriculture. The low-carbon, circulation idea integrate to the development, 
to build the recycling industry chai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 the city, realize the cow 
cultivation, the sewage fermented, the methan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moors the fluid also field, 
moors the dregs to enter the recycle development, Hebei province is focusing on building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 and the province's first recycling economy demonstration counties.

The tourist resources are advantageous. In the area the forest grass coverage fraction achieves 
79%, the climate is cool, the scenery is pleasant, which has the precious eco-tourism resources.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horse city project is under doing. Chabei wins applause observes the military 
horse-breeding farm red traveling, the agricultural ecology green sightseeing, the dairy industry culture 
white experience primarily red, green, the white three big travel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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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川农业产业园区介绍
  
 雪川农业，国内最为专业化的马铃薯产业集团之一，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业务涵盖马铃薯新品种选育、脱毒苗培育、微型薯生产、商品化脱毒种薯生产、规模化种植

与贮藏、马铃薯食品综合加工等。营销网络遍布全国。

集团拥有 3 家种业子公司、3 家种植业子公司、1 家中荷合资马铃薯冷冻食品加工子公司、

1 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 11 个大型机械化农场 15 万亩。

雪川农业产业园区，占地 33.13 公顷，园区内分为研发检测、基础种薯生产、马铃薯仓储、

食品加工四大功能区，其中包括组培车间 5400 平米，智能化微型薯温网室 47800 平米，微型

薯生产能力 5000 万粒，智能化马铃薯储藏库群 51500 平米，储藏能力 130000 吨，食品加工

车间 9100 平米，法式薯条年加工能力 5 万吨。

雪川农业与欧洲最大的马铃薯加工集团——荷兰 Aviko 集团合资成立爱味客雪川食品（河

北）有限公司。双方共同投资 6 亿元，建设年产 10 万吨法式冷冻薯条、1 万吨全粉的马铃薯

食品加工产业基地。

雪川产业园区 1 期北侧的雪川园区 2 期工程已破土动工，占地面积 6 公顷，其中包括马铃

薯综合研发中心 17000 平米，附属设施 15000 平米，智能温室 25000 平米，将成为马铃薯新

品种、新技术研发，新技术孵化，马铃薯人才培养，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的马铃薯智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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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nowValle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SnowValley Agriculture Group a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potato industry 
enterprises is the National Key Leading Enterprise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whose business scope covers potato new variety breeding, virus-free seedling 
breeding, production of minituber and commercial virus-free seed potato, large-scale 
plantation and storage, and potato product integrated processing. The marketing 
network is spread all over China.
The group owns 3 seed subsidiaries, 3 planting subsidiaries, a Sino-Dutch joint 
venture for producing frozen potato food, a provincial R&D center, and 11 large 
mechanized farms with a total area of 1000 hectares.
SnowValle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covers an area of 33.13 hectares, including 
four main functional areas: R&D, production of seeds, potato storage and food 
processing. These include 5400 m2 tissue culture laboratory, 47800 m2 intelligent 
greenhouses and net sheds, which can produce 50 million seed potatoes a year, 
51500 m2 intelligent potato storage with capacity of 130000 tons, and 9100 m2 food 
processing factory with capacity of 5000 tons french fries a year.
Aviko SnowValley Food (Hebei) Co., Ltd is the joint venture of SnowValley Agricultural 
and Holland Aviko which is the biggest potato processing enterprise in Europe. The 
joint venture is invested 600 million RMB by two parties to build potato processing 
factory with the production ability of 100000 tons French fries and 10000 tons flake a 
year.
The second phrase of SnowValley industrial park north of the first phrase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covering an area of 6 hectares, including 17000 m2 potato 
comprehensive R&D center, 15000 m2 subsidiary facility, 25000 m2 intelligent 
greenhouse, which will be the center for breeding new varieties, researching new 
technology, training potato tal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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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风光
Scenery 

花田草海——中都草原
Zhongdu Prarie

大好河山——张家口
Beautiful City---Zhangjiakou

华夏 66 号公路——草原天路
Heaven Road of Prarie

军事要塞——野狐岭
Military Forts---Badger Mouth

传统文化活动
Traditional Culture

民俗演出
Fol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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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雪川工业园区  076481
电话：400-851-6000
传真：86-313-5367660
网址：www.snowvalley.com.cn               

SnowValle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ddress: SnowValley Industrial Park, Chabei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Zhangjiakou, 076481
Tel: 400-851-6000
Fax: 86-313-5367660
Website: www.snowvalley.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