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组委会

2019 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全国行（昆明站）

组委会

关于邀请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作为“2019 亚洲优

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协办单位的函

尊敬的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领导：

为推动中国果业走向品牌化、国际化、互联网化、科技化，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7-9 日在云南昆

明举办。本次活动以“融合·创新”为主题，汇集 1500 位来自国内

外果蔬行业的专业人士，集聚海内外水果研发机构、投资资本、创新

成果等创新要素。云集柑橘、樱桃、梨、苹果、牛油果等品类，布局

育种选种、设施栽培、冷链物流、仓储保鲜、包装生产、深加工等产

业链上下游，共同推动亚洲优质水果产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大

会将吸引国内外采购商的参与，既包括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

门店、连锁水果店，也包括高端的生鲜超市、新零售力量，将能满足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不同果品的差异化市场定位，开拓多种市场需求。

特别邀请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作为本届大会的协办单位，

并给予以下几方面的支持：

1、安排领导出席本次会议；

2、在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宣传平台上发布会议通知，

并组织企业参会。

以上意见妥否？请给予意见并回函。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峰会组委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日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打好高原特色农业这张牌的指示精神，紧密围绕“以

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重点，

以科技进步和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为支撑，全力打造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优质特色果品，把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打造成为

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大产业”这一目标，集中宣传展示十九大

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新成果，组织开展果业品牌营销推

介，推动云南高原特色水果产业的交流合作和贸易洽谈，让中国水果

走向亚洲，走向世界，让云南和中国学习亚洲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从而达到中国果业品牌化、国际化、互联网化、科技化的目的。

二、主题内容

此次大会，旨在开拓高原特色水果的渠道资源，为云南水果产业

在市场及渠道拓展方面产生切实可行的效益增长。同时，组建采购商

走进云南产区，走出云南开展销区市场拓展，建设产地和销区的两个

市场平台，实现创品牌、扩销售、保质量、优品种、可追溯、促增收

一揽子成果。共同推动云南特色水果品牌的打造及产销对接，促进水

果产业链的升级创新，加速云南特色水果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三、目标宗旨

本届 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以峰会研讨+领袖对



话+果品展示+基地考察+媒体曝光等多重方式推进，以打造现代果业

成果展示平台、优质水果交易平台、果蔬项目合作平台、果蔬产业高

新科技信息发布平台为宗旨，以提升具有地方特色、原生态、高品质

果品的市场竞争力，将云南省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

优势，推动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果品进出口及果品深加工领域

的深度战略合作为目标，旨在将云南省打造成为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

响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让全国各地水果企业学习亚洲果

业发展的先进经验，从而达到云南及全国果业全球化的目标。

四、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8月 7-9 日

地点：云南·昆明 花之城豪生大酒店

五、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确认中）

主办单位：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iFresh 亚果会

协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



云南省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

云南省园艺学会

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邀请中）

云南品牌企业促进会

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行业协会

万果商学院

云南金满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生鲜论坛

支持单位：

云南省专家协会

云南农业大学（确认中）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确认中）

媒体支持：

《云南农业》杂志

《农资与市场》杂志

六、大会流程

（1）议程安排

（注：以下演讲嘉宾为拟邀请名单，最终名单以实际到场演讲嘉

宾为准）



时 间
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

中国·云南·昆明 花之城豪生大酒店

8月7日 全天签到、下午展商布展

8月7日

BLOF 永续有机农业论坛

BLOF（Bio Logical Farming）——生态系的协调型农业理论。BLOF 是目

前日本最先进的有机种植技术，对比当前主流农业生产方式，能做到有

机不减产，实现农业生产高产量，高品质、高营养。

14:00-18:00

讲师介绍：

余惠勇——百果园集团董事长、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副会长、优果联发起人兼董事长。

小祝政明——BLOF创始人，有机农法科学化数据统计的先驱者。现任日

本有机农业普及协会理事长、Japan Bio Farm董事长。原Institute of

Natural Agriculture Co.Ltd.的研究员，原长野县八岳农业大学的指导

讲师，原日本农林水产省“关于应对肥料高腾的施肥改善研讨会”的指

导委员。

18:00-19:30 参观展台

8月8日 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主论坛

07：30-08:30 参会代表签到、参观展位

08：30-08:35 主持人开场，介绍出席领导和重要嘉宾

08：35-08:50

重要嘉宾致辞（拟邀）

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云南省民营企

业家协会等

主题一：产业趋势与展望

08:50-09:10
主旨演讲：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云南省“三张牌”

演讲嘉宾：谢晖 云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确认中）

09:10-09:30

主旨演讲：水果行业本质与趋势

演讲嘉宾：余惠勇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果品流通

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副会长、优果联发起人兼董事长

09:30-09:45
主旨演讲：农产品批发市场未来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叶灿江 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09:45-10:00
主旨演讲：云南水果在未来 10 年的发展机会

演讲嘉宾：褚一斌 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9%95%BF/15495137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1/891a6c0f/1.html


10:00-10:20
主旨演讲：用大数据构建云果产业经济链

演讲嘉宾：孙月秋 昆明盛世桃源农业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10:20-10:35
主旨演讲：百县百品百亿百万——农业全产业链扶贫

发言嘉宾：喻华峰 本来生活创始人兼 CEO

10:35-10:55
主旨演讲：桃品牌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发言嘉宾：李 勇 丽江雪桃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10:55-11:45

圆桌论坛：未来三年，水果产业有哪些新的机遇？

对话嘉宾：张 冰 九曳供应链创始人兼 CEO

万益锋 易果安鲜达驯鹿冷链副总裁

胡金保 上海本优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杰博士 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 欧美事业部总经理

于冬菊 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管委会（筹）常

务副主任

蔡 虹 陶朗中国区副总裁

刘 镇 木美土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题二：销售与市场

11:45-12:30

圆桌对话：优质特色水果如何更好的满足市场及渠道商需求?

对话嘉宾：金学军 佳沃鑫荣懋副总经理

张存红 鲜丰副总裁

周晓舟 京东生鲜果蔬负责人

荆常宝 叮咚买菜水果全国采购负责人

陈永康 都乐（上海）水果蔬菜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建杰 上海大润发实业有限公司生鲜总经理

曹丽远 上海诚实果品董事长

12:30-14:00 商务午餐、参观展台、商务交流

14:00-14:10

主旨演讲：建设绿色有机示范基地，打好绿色食品牌

发言嘉宾：张 兵 云南省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协会副会长、云南品牌企业

促进会农业中心主任、云南金满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10-14:25
主旨演讲：品牌如何促进优质水果销售与溢价

发言嘉宾：胡海卿 天下星农创始人兼 CEO



14:25-14:40
主旨演讲：生鲜新零售的破局之道

发言嘉宾：张铁成 云集高级副总裁

14:40-14:55
主旨演讲：创新农产品直供模式，打造小而精产品品牌

发言嘉宾：待 定 丰诚上品

主题三：优势品种及先进技术

14:55-15:10

主旨演讲：云南能否发展优质甜樱桃产业？

发言嘉宾：张开春 国际园艺学会(ISHS)樱桃分会执行主席、中国园艺学

会樱桃分会理事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果树所 副所长

15:10-15:25
主旨演讲：我国柑橘产业发展形势及对云南发展柑橘产业的看法

发言嘉宾：邓子牛 中国柑橘学会理事长

15:25-15:45
主旨演讲：创建中国绿色环保肥料产业链，助力全国生态建设

发言嘉宾：待 定 北京神农行科技有限公司

15:45-16:05
主旨演讲：最好的苹果从种苗开始

发言嘉宾：待 定 山东丰沃农业有限公司

16:05-16:50

圆桌论坛：在云南发展哪些水果品种最有潜力？

对话嘉宾：张玉星 国家梨产业体系专家、河北农大教授

马 钧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云南（昭通）综合试验站站长

李永平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经作科科长、云南省现代农

业水果产业技术体系葡萄岗位专家

杨文良 云南农业大学副研究员

16:50-17:20

圆桌论坛：论中国牛油果发展之道

对话嘉宾：岳建强 云南农科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所长

Luis Baanante 秘鲁Camposol中国公司总经理

祁家柱 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石伟 牛油果先生董事长

许景彬 上海嘉果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20-18:00

圆桌论坛：把农产品变成商品，采后商品化处理和深加工对云南到底有

多重要？

对话嘉宾：苑同宝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果蔬茶机械分会秘书长



七、规模布局

（一）大会规模

本届 2019 亚洲优质水果产业链（云南）峰会预计：

1、1500 位决策者参会，唯一在大陆地区召开的亚太地区关注优

质水果全产业链的高峰论坛及展示会；唯一关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

高端精品展。

2、近 30 位重量级高规格嘉宾现场倾情分享，为您带来 2019 亚

洲优质水果及领先技术最新动态和全局把握；

3、现场特别设置 80个精品展位，众多优质水果产品及领先技术

朱 壹 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雷 德和资(北京)人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Fernando Herrero 西班牙博盒世亚太区总裁

斯 榕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许圣安 优果联商品化服务总监

18:00-19:30 参观展台、商务晚宴

亚果会逆向采购洽谈会

暨2019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全国行昆明站

19:30-21:30

D2区

由亚果会邀请80-100家具有代表性、行业影响力大、有采购需求的优质

采购商，与参会基地/企业进行“逆向采购洽谈会”。展前组委会向采购

商收集公司介绍、意向采购水果品类、采购量等采购信息，向果品企业

收集公司主营产品、种植面积、上市时间、销售时间等产品信息，根据

双方提供供需信息进行精准双向配对，实现现场高效对接。

21:30-22:30 参观展台、商务交流

8月9日 考察之旅：亚果会百家采购商云南基地考察

08:00-18:00 考察云南特色化、产业化水果基地、加工生产线、冷链物流园区等



现场展示

4、同期举办“BLOF 永续有机农业论坛”、“2019 云南果蔬产销

对接会暨百亿果蔬采购中国行云南站”、“亚果会百家采购商云南基

地考察行”等多场精彩同期活动。

（二）展品范围

 国产水果

 进口水果

 干果、坚果、冷冻水果等深加工产品

 育种、育苗及种植技术

 包装技术及设备

 保鲜及采后处理设备

 农资技术及设备

 生鲜配送及冷链物流术

 生鲜零售业及技术设备

（三）专业观众

 大型商超、生鲜超市、水果连锁门店、生鲜电商、经销批发商

 生鲜配送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微商团体、酒店餐饮采购部门等

 农产品供应商、农资经销商、农业配套技术提供商

 包装企业、包装设备企业、冷链供应链企业等

 政府协会、国外驻华使馆

 农业院校、农研究中心、农业科学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

 行业媒体



八、会议费用

（1）为了感谢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担任本届大会的协办

单位，贵单位可享受 2 位免费参会名额和贵宾礼遇；

（2）企业参会收费：

主会场参会：

1280 元/人，包含项目：8 月 8日参会名额 1位、中餐及晚宴名

额 1位；

分会场 BLOF 永续有机农业论坛参会：

580 元/人，包含项目：8 月 7 日 BLOF 种植培训课听课名额 1 位

（3）企业参展收费：展位人民币 9800 元/6 平方米。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赵梦婷

联系电话：15171413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