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五届全国天麻会议 

暨中国（小草坝）天麻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通知 

（第二轮） 

   

天麻是我国较具代表的传统名贵中药材，50多年来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

“两菌一种”人工栽培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天麻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大变强。据天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不完全统计，近年我国天麻种植面积每年

稳定在 60 万亩左右，年产鲜天麻约 10 万吨（折合干品约 2 万吨）。2016 年我

国天麻出口量 178 吨，出口额 2100 万元。除部分药用外，其中绝大部分作为食

品被大众消费。全国经营天麻为主的企业、合作社有数千家，参与栽培天麻的农

户超过 15 万户。天麻产业已成为各地林下经济、山地高效农业以及精准扶贫的

有效产业，并迈身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健康、大扶贫产业。 

自 2012 年首届全国天麻会议举办以来，通过业内外的广泛科普和宣传，使

得天麻在人类大健康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对保障人民健康和繁荣地方

经济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云南省彝良县因特产“小草坝天麻”被认定为“云

药之乡”、是全国有机天麻种植第一县、第二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

小草坝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个大饱满、型好质优的小草坝天麻，为历代医家

所推崇，是同类中的翘楚。小草坝素有“世界天麻原产地”的美誉，在国内外享

有盛名。本着服务产业，深入产区的办会思路，经研究决定，中国菌物学会产业

专题技术论坛：“2017 第五届全国天麻会议暨中国（小草坝）天麻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定于 10月 21日-23日在云南省彝良县小草坝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菌

物学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主办，中共彝良县委、彝良县人民政府、

中国菌物学会菌物产业分会、易菇网共同承办。本次大会除主旨报告外，还将举

行中国（小草坝）天麻产业高峰论坛，天麻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天麻企业市场

营销经验交流会，小草坝天麻烹饪美食品鉴会，天麻新产品、新技术、菌需物资

及成果展览，以及参观考察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具体通知如下： 

一、会议名称 

2017第五届全国天麻会议暨中国（小草坝）天麻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二、会议时间 

2017年 10月 21 日至 23日（21日报到） 



 

三、会议地点 

彝良县小草坝枫叶大酒店（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小草坝镇，电话：

0870-3084888）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菌物学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承办单位 

中共彝良县委 

彝良县人民政府 

中国菌物学会菌物产业分会 

易菇网 

协办单位 

天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彝良县天麻生物产业协会 

彝良世彭汇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 

执行单位 

武汉菌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 

贵州乌蒙腾菌业有限公司 

诸城市良工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森盛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天德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乡县食用菌研究所 

重庆硒旺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中庆瑞丰食药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闲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德江县绿通天麻发展有限公司 

西乡县亿科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乌蒙腾菌业有限公司昭通分公司 

 



 

五、组委会成员 

顾问 

周  铉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任德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原副局长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 主席 

刘杏忠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研究员           

        亚洲菌物学会 主席 

孙晓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所长 

何海龙  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 秘书长  

名誉主席 

郭良栋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菌物学会 理事长 

主  席 

郭顺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生物技术中心 主任/研究员 

        教育部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副主席 

姚  勇  中共彝良县委 书记 

陈祥彬  彝良县人民政府 县长 

成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包海鹰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 教授 

别  平  中国食用菌协会菇农合作社分会 会长 

曹海禄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曹永直  德江县科技服务中心 主任 

        天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监事长 

曹世荣  西乡县亿科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省华  浙江省华丹农业微生物资源应用研究院 院长 

刘祥义  西南林业大学理学院 教授 

柳  勇  陕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李敏雄  韩国东国大学 教授 

李泰秀  韩国仁川大学 教授 

李昆志  昆明理工大学 教授 

李守宝  重庆硒旺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  欣  诸城市良工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明元  陕西森盛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泽源  彝良县林业局 局长 

彭昭德  彝良县天麻协会 会长 

孙桂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田德连  贵州闲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道平  贵州省中科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 

王绍柏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王卫权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文玉朝  德江县绿通天麻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天瑞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杨祝良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菌物学会 副理事长 

杨新庆  汉中庆瑞丰食药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国胜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张光文  贵州乌蒙腾菌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天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理事长 

张国华  陕西省西乡县食用菌研究所 所长 

曾宪强  贵州天德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左廷漫  昭通神农乌天麻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秘书长 

张升明  易菇网 总裁 

        中国菌物学会菌物产业工作委员会 主任 

        中国菌物学会菌物产业分会 秘书长 

执行秘书长 

叶昌书  彝良县人民政府 常务副县长 

副秘书长 

兰  进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梅  春  彝良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赵  雄  易菇网 常务副总裁 

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  杨勇述 



 

副主任  王飘云  王忠巧 

成  员  陈光庚 黄  敏 康国友 刘  超 刘 弯 马杉杉 莫明珂  

王  淼 王双阳 徐艳丽 徐万雷 宗  萧 

六、简要日程 

10月 21 日 

08:00-20:00  会议报到、布展 

14:00-17:00  天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17:00-18:00  小草坝天麻烹饪美食品鉴会 

20:00-21:00  天麻产业发展关键问题圆桌论坛 

10月 22 日 

08:00-18:00  天麻新产品、新技术，菌需物资及成果展览 

08:30-09:30  开幕式 

09:30-10:00  合影、观展 

10:00-12:00  主旨报告 

14:00-18:00  中国（小草坝）天麻产业高峰论坛 

18:30-20:00  欢迎晚宴 

20:00-21:30  小草坝天麻之夜文艺茶话会 

10月 23 日   

07:30-12:30  参观考察   

参观地点：小草坝天麻示范园（中国天麻博物馆、天麻栽培基地）、彝良山

益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00-17:00  小草坝生物多样性参观考察 

详细日程见附件：会议日程表。 

七、参会报名与收费 

1、会议注册费 

会议注册费包括：资料费、会期餐费、参观考察费以及组委会安排的有关活

动等费用。注册交费 1000 元/人。会议注册信息鼓励通过网络提交，网址：

http://meeting.emushroom.net/2017ngec/,由于酒店接待能力有限，本次会议

报名截止 10月 18日，不受理现场报名。  

费用减免信息：中国菌物学会会员减免 100 元/人；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减免

100 元/人（减免只可享受其中一种）。易菇网顾问团成员、专家委员会成员、

理事会成员本人参会免费。 

http://meeting.emushroom.net/2017ngec/,


 

2、住宿安排 

会议指定接待酒店为彝良县小草坝枫叶大酒店，普通标准间、普通单间会议

价均为 188 元/间（含早），豪华单间为 238 元/间（含早），酒店住宿须于 10

月 17 日前与组委会预订，并支付预订房费方生效，10 月 17 日后至会议报到日

并不保证有充足房源。由于酒店房型有限，具体以入住时确认的房型为准。 

八、接站安排及交通指引 

大会组委会将于 20日、21日在昭通机场、昭通火车站、昭通客运中心站、

彝良县汽车客运站共 4 个站点安排定点发车接站，请有需求接站的参会代表于

10月 18 日前将人员、到达站点及时间反馈至组委会，以便提前做好安排。 

负责人：徐万雷 15126605090 

另：若自行前往参会代表，如下交通指引供参考！ 

1、乘坐航班可优先选择到达昭通机场，到达昭通机场的参会代表可前往昭

通客运中心站乘坐大巴车到达彝良县，并于客运站内转乘中巴车至小草坝。另在

昭通机场可搭乘出租车前往彝良县小草坝枫叶大酒店，距离约为 100 公里。 

2、乘坐火车或高铁到达昭通火车站或高铁站的参会代表可搭乘出租车到昭

通客运中心站，再乘坐大巴车到彝良县，并于客运站内转乘中巴车至小草坝。 

3、自驾的参会代表建议在昭通机场高速路口、昭通火车站高速路口下。 

4、汽车客运站到彝良县汽车客运站指引（距离、时间、票价仅供参考） 

昭通客运中心站至彝良县约 85 公里，发车时间：07:20-17:40 坐满发车，

票价约 30 元，路程时间约 2 小时。昭通客运中心站地址：昭通临时客运站位于

昭通中心城市南部，东临 213线，西临昭鲁快捷通道，即远大广场以南约两公里

处。电话：0870-2222154（购票）、0870-2222536（指引免费预约接送）。彝良

县汽车客运站到小草坝 31公里，45分钟左右到达，站内可购票乘往。 

九、天气预报 

10 月 19日(周四)  小雨 7～12℃  

10 月 20日(周五)  阵雨 8～15℃ 

10 月 21日(周六)  多云 9～15℃ 

10 月 22日(周日)  多云 9～15℃ 

10 月 23日(周一)  多云 8～15℃ 

10 月 24日(周二)  阴   8～14℃ 



 

10 月 25日(周三)  阵雨 8～13℃ 

温馨提示：天气预报仅供参考，会期小草坝昼夜温差较大，请参会代表注意

增减衣物，备好雨具，谨防感冒。 

十、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027-59905295、027-59905296 

联系人 

王飘云 手机：15549078244  QQ号：2661387756 

康国友 手机：13026386676  QQ号：2593824447 

刘  超  手机：13545887610  QQ号：3247537195 

彝良县天麻办电话：0870-5121508（交通接待咨询） 

会议官网：http://meeting.emushroom.net/2017ngec/ 

E-mail:eme@emushroom.net 

十一、收款账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软件园支行 

户  名：武汉菌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3202105809100083763 

附件： 

附件：会议日程表 

 

 

 

 

                               2017第五届全国天麻会议组委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