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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智慧农业研讨会 

会议通知 

2019 年 3月 14日-15 日 江苏·苏州 

Mar.14-15,2019，SuZhou,JiangSu,China 

 

尊敬的老师： 

您好！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技

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加快了智慧农业建设的步伐。智慧农业，在逐渐改变现有

农业生产模式，推动农业转型，但国内智慧农业起步晚，当前农业生产还不够精

细、高效、科学，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瓶颈。在此背景下，千人智库将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15 日在江苏•苏州如期举办“2019 智慧农业研讨会”。 

本次会议针对国内智慧农业的发展现状，结合领域内前沿技术与应用发展，

深入探讨智慧农业的发展与创新，邀请海内外知名学界代表出席会议并做精彩报

告，思想交汇碰撞，共同打造一场智慧农业学术交流盛宴！ 

通过交流、借鉴优秀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农业自身优势，发展出

独特的智慧农业形式，助推我国建设为一个农业强国！为此，热忱邀请有关单位

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相聚苏州，共襄盛会！ 

2019 智慧农业研讨会诚挚欢迎您的到来！ 

【会议行程】 

1.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15 日（14 日报到，15 日全天主会） 

2.会议酒店：苏苑饭店  

3 酒店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130 号（紧邻苏苑街） 

 

 

千人智库产学研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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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日程（持续更新见会议官网 http://conf.1000thinktank.com/2019Agri/）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
地点 

3 月 14 日  10:00-20:00 报到 

苏苑
饭店 3 月 15 日 

09:00-09:15 开幕式 

09:15-12:00 

“智慧农

业应用与

产业升级”

高峰论坛 

议题一：物联网时代下的智慧农业 

议题二：农业大数据与区块链技术 

议题三：智慧农业云平台管理系统 

议题四：农业电子商务模式 

12:00-14:00 午餐 

14:00-18:00 

“智慧农

业关键技

术与装备

研发”高峰

论坛 

议题一：互联网+智能农机 

议题二：农业航空植保无人机 

议题三：设施农业智能管控技术 

议题四：智能温室与植物工厂 

议题五：智慧水产养殖装备 

议题六：智能水肥一体化 

议题七：农业遥感应用技术及新设备 

议题八：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 

18:00-19:00 晚餐 

3 月 16 日 09:00-18:00 返程 

演讲嘉宾（部分）： 

邹志荣：国家万人计划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园艺学院院长 

何宏昌：国家特聘专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常州宇之爱遥感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 

曹宏鑫：江苏省农科院农信所副所长、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南京分中心主任 

李建龙：南京大学生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李强子：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 

牛润新：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应用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兵旗：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北京现代富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刘永立：浙江大学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刘永立教授、1999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 20 世

纪杰出人物奖 

肖宏儒：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王卫星：华南农业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院长、广东省农情信息获取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 

http://conf.1000thinktank.com/2019Agri/
http://conf.1000thinktank.com/2019Agri/225_586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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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住宿及交通参考 

1、 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15 日 

2、 会议地点：苏苑饭店 

3、 会议报到：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130 号（紧邻苏苑街）交通指引： 

4、交通指引：  

（1）、苏州站—苏苑饭店    

①全程约 9 公里，打车约 27 分钟，费用约 23 元。    

②乘坐 1 路公交车，在苏州火车站公交站台上车，经过 13 站，抵达南门二村站

下车，步行约 160 米抵达苏苑饭店。  

（2）苏州北站—苏苑饭店  

①全程约 22 公里，打车约 38 分钟，费用约 55 元。  

②乘坐地铁 2 号线(骑河-桑田岛)途径 18 站到达盘蠡路，步行 380 米到达盘蠡新

村东站，乘坐 318 路   (或 309 路 102 路 )抵达南门二村站，步行 120 米到达苏

苑饭店。  

❤推荐您购买车票时终点选取在苏州站，车次更多距离会场更近。  

4、 酒店住宿： 

苏苑饭店周边个当酒店可供选择（与会议无合作性质） 

（以上为会议酒店周边不同档次酒店供您选择，会务组不代为办理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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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注册 

参会票 1 人 3 人团 4 人 团 5 人团 学生价 内容 

2 月 13 日截止 1500 元 

九五折 九折 八五折 1200 元/人 

①会议入场券一张 

②会议资料袋一份  

③签到当天（3 月 14 日）晚餐 

会议期间（3 月 15 日）茶歇及午

餐、晚餐 

3 月 13 日截止 1700 元 

现 场 刷 卡 2000 元 

（适用于开具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收款账号： 

（1）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转账至：  

公司名称：平湖千人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2977 2000 0018 8000 10942  

开户行：交通银行嘉兴平湖支行  

（2）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至： 

公司名称：北京千人智库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1373 5151 6010 0003 84   

开户行：广发银行北京清华东路支行 

或支付宝转账：service@1000thinktank.com 

（3）公务卡在线支付（适用于已开通手机支付宝业务的公务卡用户） 

     在线支付链接：http://conf.1000thinktank.com/payzfb/pay.aspx 

（4）发票类型：可开具会务费（常用）、会议注册费、服务费、培训费四种 

（5）发票张数：如若您参会人数达到 2 人，请说明发票张数 

*注意事项 

❤优惠日期以转账到款日期为准，非报名日期，望周知。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注册费后，请将转款单据发照片（或扫描件）至

fyang@1000thinktank.com，注明付费代表姓名、发票抬头及单位税号，以便及时

核查与开具发票。 

❤由于税务发票申领程序的原因，现场 POS 机缴费不可能当场开出发票。3 月

13 号之前已支付注册费的发票可在会议报到处领取，3 月 13 号后支付注册费及

现场交费的代表，发票将在会议结束之后统一邮寄。 

❤会议票一旦售出，如您临时有事无法赴会可替换人员参加，退款流程较为繁琐。

凡需申请会议费退款事宜，会前一个月以上申请可退还 70%，会前一个月至半个

月可退款 50%，半个月以内不退款，退款时请与工作人员联络说明退款缘由，望

知悉。 

感谢您对千人智库会议团队的真诚支持！ 

mailto:service@1000thinktank.com
http://conf.1000thinktank.com/payzfb/pa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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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联系 

2019 智慧农业研讨会会务组：杨凤 13545248106（微信号同） 

欢迎农业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园区合办大会，具体可联络会务组 

五、千人智库简介 

千人智库（官网：http://www.1000thinktank.com/）是欧美同学会智库联盟

单位，是以科技资源大数据开发和应用为主的高端智库服务机构。 

    公司汇集海内外顶尖人才的智慧与力量，整合了科研出版社（亚洲最大的英

文开源电子期刊出版社）、汉斯出版社（全球最大的中文开源电子期刊出版社）

等相关机构的人才和项目资源，掌握了全球 1200 多万名科研工作者（含 220 万

华人科学家工程师）数据，形成了实时更新、实时互动、智能化、结构化的人才

项目大数据库。 

    千人智库采取市场化运作，通过创业大赛、产业峰会、高端论坛、项目对接

会、投融资沙龙等方式，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高端人才和项目引进、投资融

资、决策咨询等服务，是集“政府智囊团、科技专家经纪人、企业研发部”三位

一体的智库型服务平台。 

附件：苏州景区（部分）  

苏州是中国八大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之一，秀丽的湖光山色与丰富的人文景观

相映生辉。有文物保护单位 538 处，其中国家级 34 处，省级 85 处，另外还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8 个。千年古城、水乡古镇、古典园林和太湖风光是苏州

旅游的最大特色。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 6 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

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 世纪）顾辟疆所建的辟疆园。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16-18 世

纪全盛时期，苏州有园林 200 余处，苏州因此素有“人间天堂 ”的美誉。苏州

现有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环秀山庄、艺圃、耦园、网师园、退思园

等九座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区另有怡园、五峰园、惠荫园等 73 处园

林遗存。 

平江路：是苏州的一条历史老街，是一条沿河的小路，其河名为平江河。平

江路历史街区是苏州古城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区域，堪称古城缩影。对

照南宋《平江图》及明末《苏州府城内水道总图》，平江路基本延续了唐宋以来

http://www.1000thinkt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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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坊格局，并至今保持着活力。除了因历史而出名外，它的美食便是平江路突

出特色之一，这里的老街不仅保存古代的建筑，而且老街的美食与餐馆都是与苏

州古老的饮食文化密切相关。 

周庄古镇：周庄镇位于苏州城东南 38 公里，著名古画家吴冠中撰文说“黄

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海外报刊则称“周庄为中国第一水

乡。周庄有着近九百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蕴涵。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

刘禹锡、陆龟蒙等曾居周庄。周庄也是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的故乡；周庄也

曾留下柳亚子、陈去病等人的足迹。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若要在中国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乡古镇，毫无疑问，她就是“中国第一水乡”

周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