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世界竹藤大会
2018 GLOBAL BAMBOO AND RATTAN CONGRESS

1

会务手册
CONGRESS HANDBOOK

2

2018 世界竹藤大会
2018 GLOBAL BAMBOO AND RATTAN CONGRESS

值此 2018 世界竹藤大会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来华出席本
次大会的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
关注、关心和支持世界竹藤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包括竹藤在内的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发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保护森林资源、
推动林业改革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中叶的 8.6% 提高到 21.66%，森林面积达
到 2.08 亿公顷，森林蓄积量达到 151.37 亿立方米。中国在全球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
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和生态治理成效最为明显的国家，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
绿色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竹藤产业是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绿色朝阳产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竹藤资源保护和利用，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竹藤产业快速发展，竹藤产业已经成为一大新兴产业和农民脱贫
致富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政府积极支持竹藤国际合作，2017 年 11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国际
竹藤组织成立二十周年贺信中强调指出，中国将继续支持国际竹藤组织工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世界。
本次大会以“竹藤南南合作助推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旨在搭建竹藤政策对话、知识分享、产业合作、
人文交流的国际平台，为推动世界竹藤事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张建龙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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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由国际竹藤组织（INBAR）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主办的 2018 年世界竹藤大会（BARC
2018）。本届大会将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本手册旨在帮助您充分了解大会相关信息。
本次大会约有 1,2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相关
领域的专家、科研人员、私营企业代表和竹藤工匠。此外，还将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参与本届大会。
2018 年世界竹藤大会（BARC 2018）的主题是“竹藤南南合作助推可持续绿色发展”。大会主要议
程将包括三次高级别对话和各种平行会议及专题研讨会，重点讨论竹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南南合作中
的作用、竹藤与气候变化及绿色增长、科技创新和竹藤产业发展。此外，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专题展览，
重点展示竹藤产品、技术、工艺和文化等。我希望，通过组织和参与本届大会，能够夯实并加强合作伙伴关
系，促进未来竹藤发展。并希望参会嘉宾从中受益、受到启发，更好地了解竹藤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我希望，
各位参会能够从本届竹藤大会中获益、受到新的启发，并更好地了解竹藤资源的应用开发。本手册为您提供
了大会具体活动内容及时间和地点。如果您仍存在疑问，请前往信息台咨询。
祝大家在北京度过美好的三天！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费翰思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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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中国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著名咏竹诗句，
表达了中国人对竹子的特别喜爱之情。今天，首届世界竹藤大会在中国六朝古都北京隆重举行，各方宾客汇
聚一堂，共商竹藤发展大计，共绘竹藤发展蓝图。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世界竹藤大会组委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出席本次大会的各方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竹藤是一种独特的森林资源，特别是竹资源，在全球有着广泛分布。竹藤在发展绿色经济发展、改善生
计与缓解贫困、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弘扬生态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大会以“竹藤南南合作助推可持续绿色发展”为主题，围绕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应对气
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与产业化等国际热点，设置了 70 余场内容丰富、视觉独特的主题研讨会，为
1200 余位参会者搭建了宽阔的对话平台。同时，大会邀请国际竹藤组织的亚非拉成员国和合作伙伴，携手
举办了展现各国竹藤产业发展成就和竹藤文化的产业展览和文化展示活动。
我深信，首届世界竹藤大会恰逢其时，顺应世界竹藤发展潮流，符合世界竹藤发展大势，对于促进竹藤
资源培育利用，推动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大会能够充分发挥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的平台
作用，凝聚全球竹藤业内外人士的智慧与热情，为世界竹藤事业的未来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我希望，通过参加大会期间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与会宾客广交朋友，满载而归。
祝愿各位来宾和朋友在大会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2018 世界竹藤大会组委会主席
江泽慧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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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主管林业和草原工作的政府机构。2018 年 3 月，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资源部管理。新组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组织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造林绿化工作，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等。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www.forestry.gov.cn。

国际竹藤组织
国际竹藤组织（INBAR）现有成员国 43 个。作为政府间多边国际发展组织，INBAR 致力于竹藤资源推广，支持成
员国将竹藤纳入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和绿色经济战略。INBAR 积极倡导竹藤资源的创新使用，以改善农村生计、保护环境，
减缓气候变化，并推动国际竹藤贸易与标准化。INBAR 着力构建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及民间团体在内的全球合作伙
伴平台，推动竹藤资源开发与利用，助力实现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7 年 11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 INBAR 成立二十周年，高度赞扬了国际竹藤组织成立 20 年来，
为加快全球竹藤资源开发、促进竹藤产区脱贫减困、繁荣竹藤产品贸易、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并表示，“中
国将继续支持国际竹藤组织工作，积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世界。”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INBAR 官方网站 www.inbar.int。

承办单位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中心
国际竹藤中心是 2000 年经中编办、财政部、科技部批准成立，直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科研事业单位。国际竹藤中
心主要开展竹藤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进行资源保存、开发、利用，面向 INBAR 成员国开展相关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
国际竹藤中心也是中国竹藤领域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科技服务与成果推广应用的国家队。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国际竹藤中心官方网站 www.icb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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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政府（顶级战略合作伙伴）
永安市位于福建省中西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魅力之

起连续举办了六届国际竹具设计大赛，是中国最具创意的竹

城。永安竹产业源远流长，早在清顺治三年（1646 年）就

家具生产基地。永安还建立了“互联网 + 竹产业”公共服

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笋业同业公会 -- 笋帮公栈。永安市现拥

务平台和“竹天下”文化产业园、闽笋交易市场，是中国唯

有竹林面积 6.8 万公倾，2017 年永安竹产业总值达 66.2

一的国家竹产业科技示范园区。

亿元。永安是中国最富潜力的竹工程材生产中心。自 2002
年起，永安连续举办了 16 届笋竹文化展会，并从 2012 年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永安市政府官方网站 http://www.
ya.gov.cn。

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眉山有 2300 年州郡建制史，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故

势产业和四川省五大特色产业，青神县被命名为“中国竹编

乡，享有“千载诗书城”美誉。眉山是国家级天府新区和国

艺术之乡”“国际竹手工艺培训基地”，青神竹编列入国家

家中心城市成都大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 年全市地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6 年成功举办了第九届中

区生产总值 1183.35 亿元。眉山生态环境良好，竹资源品

国竹文化节。竹子已经成为眉山传播东坡文化的良好载体、

种多达 300 余种，面积 108 万亩。近年来，通过保护竹资

展示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推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

源、弘扬竹文化、发展竹产业，竹产业已成为眉山的传统优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眉山市政府官方网站 www.ms.gov.cn。

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宜宾是国务院命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7 年

区，是全国十大竹资源聚集地之一；竹林面积达 300 万亩。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847.23 亿元。宜宾是沿江城市带的区

2018 年起，宜宾市将每年安排 1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竹产

域中心城市，现有 13 个重点工业园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业发展，把宜宾建成“中国竹都、最美竹海”。

发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1 个。宜宾有丰富
的煤炭、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水电资源；是中国早茶之
乡、中国竹荪之乡、中国白酒原料之乡和全国最大的黄樟油
产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宜宾是川南竹产业集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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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5 日 -27 日 中国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

09:00-10:00

大会开幕式

10:10-12:30

部长级高峰论坛

25

竹藤南南合作助推可持续绿色发展
12:30-14:00

浙江省庆元县竹产业推介午餐会

14:00-15:30

高端对话：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全体大会）

16:00-17:30

主题研讨会

16:00-17:30

中国竹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中国竹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

竹子与绿色城市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竹藤契机

竹子与循环经济

安第斯地区竹资源潜力开发

竹林种苗繁殖技术与产业化

中日韩竹藤产业合作与人文对话

非洲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分享

印度竹产业发展

全球竹藤产品认证的实践与展望

中国竹业投资与创新论坛

林业学位教育与竹藤发展

中非绿色发展的解决方案

笋用竹林高效培育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创意联结竹子与世界遗产

热带竹林可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2）

南南合作：培训与能力建设（2）

守正创新，崇尚生活

印度东北部竹产业发展重点

星期一

金砖国家竹藤发展的新机遇

主题研讨会

——当代竹工艺、竹设计、竹产业（3）

竹缠绕论坛：绿色创新技术助力南南合作（2）

竹林生态与气候变化

竹林碳汇（3）：项目监测和碳交易

森林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竹子应用

18:00-20:00

2018 世界竹藤大会商务招待会 （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承办）

09:00-10:40

高端对话：竹藤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全体大会 )

09:00-12:30

专题会议
可持续竹建材专题研讨暨第三届现代竹结构国际会议

2019 北京世园会的竹藤应用及展望
18:00-20:00

世界竹藤大会欢迎晚宴（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政府承办）

09:00-10:40

高端对话：竹藤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全体大会）

08:10-17:30

专题会议
可持续竹建材专题研讨暨第三届现代竹结构国际会议
圆竹结构

11:00-12:30

工程竹材和工业化竹材（1） 工程竹材和工业化竹材（2）

主题研讨会
东非地区竹藤三边合作
竹子改变生活
竹子生物质能源与碳材料
竹子在应对波恩挑战中的作用
守正创新，崇尚生活
——当代竹工艺、竹设计、竹产业（1）

12:30-14:00

竹缠绕技术创新与产品推介午餐会

14:00-15:30

主题研讨会

26

设计的力量：竹建筑和竹乡的发展之路
竹建筑市场：企业家视角中的现状、趋势和挑战
11:00-12:30

星期二

星期三

主题研讨会
竹材复合材料——前进的道路

国际竹工业设计发展论坛

通过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促进竹藤的发展

跨界竹设计

生态系统核算
——将生态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核算主流化

竹藤贸易政策便利化

27

——竹产区乡村发展新动能
竹藤高效培育与健康经营

企业家论坛：竹设计与竹家居

青年与竹藤未来（1）

竹藤标准化的全球相关性

竹藤标准国际化

妇女在竹藤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竹藤助力东盟国家绿色增长

加勒比海地区竹产业发展与生计改善

绿色交通：竹自行车

竹林碳汇（1）：生命周期评估

竹藤资源保护和绿色发展

印度竹产业研究、发展与能力建设

熊猫栖息地保护
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2:30-14:00

INBAR 成员国竹产业推介午餐会

14:00-15:30

主题研讨会
竹浆纤维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企业家论坛：竹藤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竹子在应急避难所和社会住房中的作用

热带竹林可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1）

竹建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中国西南地区竹技术创新研究与产业发展

藤资源利用与绿色发展

竹藤扶贫与绿色增长

竹材利用创新技术

竹子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应用与展望

全球竹藤资源评价（GABAR）的规划与进展

西非绿色发展的解决方案

藤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效益

青年与竹藤未来（2）

竹林碳汇（2）：森林生态和森林经营

南南合作：培训与能力建设（1）

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竹炭产业的现状及前景

印度竹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宜宾市竹产业项目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竹缠绕论坛：绿色创新技术助力南南合作（1）

竹藤分类与基因组学

守正创新，崇尚生活
——当代竹工艺、竹设计、竹产业（2）

16:00-17:00

大会闭幕式

17:30-19:30

世界竹藤大会 INBAR 招待会（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承办）

7

Tentative Programme

世界竹藤大会开幕式议程
2018 世界竹藤大会开幕式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9：00-10：00，星期一

•

地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层 C 区大宴会厅

•

竹区少数民族文化展示（无伴奏合唱）及播放大会宣传片
主持人：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1. 宣读贺信

开幕式议程
9：00-10：00

2. 视频致辞
3. 开幕致辞
4. 颁奖仪式

Tentative Programme

世界竹藤大会部长级高峰论坛

部长级高峰论坛：竹藤南南合作助推可持续绿色发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0：10-12：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一层 C 区大宴会厅
主持人：厄瓜多尔农业及畜牧业部部长 Rubén Ernesto Flores Agreda

10:10-11:20



致辞嘉宾：中国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江泽慧教授



牙买加工商业、农业和渔业部不管部长 J.C. Hutchinson



尼泊尔林业与环境部长 Shakti Bahadur Basnet



南苏丹农业和林业部部长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生态和水资源部部长 Ramón Velasquez Araguayán

联合国驻华常驻协调员 Nicholas Rossellini 主持播放视频致辞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视频致辞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视频致辞

高级别对话环节：主持人：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嘉宾：

11:20-12:00

12:00-12:30



加纳土地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尼日利亚环境部国务部长



乌干达水利和环境部副部长



巴拿马环境部副部长



菲律宾环境部副部长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次长

签字仪式：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李智勇博士

Tentative Programme

全体大会-1
全体大会-1：南南合作及“ 一带一路” 倡议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4：00-15：30，星期一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一层 C 区大宴会厅

开幕式环节。主持人：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14:00-14:30

•

中国政府官员致欢迎辞

•

演讲嘉宾：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助理副主席 Charlotte Salford 女士

•

介绍：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对话研讨环节。主持人：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14:30-14:55

•

菲律宾参议员、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任 Cynthia Villar

•

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PIDF）秘书长 Francois Martel

•

前联合国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Dessima Willams

•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副所长 Jenny Kim

•

荷兰外交部食品及营养安全主管 Paul van der Logt

•

罗马俱乐部 Gunter Pauli 教授

14:55-15:00

永安案例介绍：绿色“一带一路”

15:00-15:25

继续对话研讨环节

15:25-15:30

发布《2018 中国竹藤黄页》并总结发言：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Tentative Programme

全体大会-2
全体大会-2：竹藤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9：00-10：4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一层 C 区大宴会厅

•

协办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开幕式：主持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政策与项目协调高级总
监 Martin Frick
•

视频致辞嘉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 Patricia
Espinosa
演讲题目：南南合作如何帮助落实巴黎协议和 2030 年发展议程

•

主旨演讲：乌干达议员，议会气候变化论坛成员 Jovrine Kaliisa Kyomukama

•

演讲嘉宾：Pablo van der Lugt

9:00 – 9:30

演讲题目：竹子是一种有效的碳汇工具
• …
对话研讨环节。主持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政策与项目协调
高级主管 Martin Frick
嘉宾：

9:30 - 10:40

•

加纳环境、科技与创新部副部长 Patricia Appeagyei

•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执行主任，世界银行森林与景观气候融资小组共同带头
人 Gerhard Dieterle 博士

•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副执行秘书长 Pradeep Monga 博士

•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春峰先生

•

印度环境、林业与气候变化部森林司司长 Saibal Dasgupta 先生

•

联合国环境署监测中心（UNEP-WCMC）中国区代表孟菡博士

总结发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政策与项目协调高级主管
Martin Frick

Tentative Programme

全体大会-3

全体大会-3：竹藤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9：00-10：4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 B+C
 合作伙伴：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大会（G-STIC）

9：00-9：30

开幕式：主持人：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大会（G-STIC）高级顾问 Veerle van
der Weerd 博士
 主旨发言：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江泽慧
教授
 演讲嘉宾：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总干事 Robert Nasi 博士
 演讲嘉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John Hardi

演讲题目：绿色学校的概念
演讲环节：主持人：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大会（G-STIC）高级顾问 Veerle van
der Weerd 博士
 嘉宾：中国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
题目：“全球竹藤基因组图谱”（GGABR）项目
 嘉宾：意大利 Greenbone 首席执行官 Lorenzo Pradella 博士

题目：藤，修复骨折的一种工具


嘉宾：浙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叶柃先生



题目：竹纤维缠绕技术在绿色采购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嘉宾：挪威 Ecopole 首席执行官 Einar Haveland 先生
题目：竹制电线杆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 Jan van Dam 博士

9：30-10：40

题目：可持续创新竹产品的开发
问答环节及总结环节：主持人：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大会（G-STIC）高级顾
问 Veerle van der Weerd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金砖国家竹藤发展的新机遇
 时间: 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 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 A 会议室
 联系人：郝颖 yhao@inbar.int
开幕式 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成员 Mark Halle 先生

16:00-16:30



演讲嘉宾：吉尔赫米·考特先生，竹产品生产者协会主席



演讲嘉宾：迪帕克·库马尔·辛哈，印度环境、林业和气候变化部林业主任,



演讲嘉宾：于文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首席专家

专题讨论会 主持人 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成员 Mark Halle 先生

16:30-17:20



玛露西亚·坎迪达，巴西阿克里州第一夫人;



印度东北理事会（NEC）秘书；



费世民，中国四川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



马克西姆•洛博维科夫博士，俄罗斯圣彼得堡林业技术大学森林部门经营与经
济学研究所主任；

17:20-17:30



印度竹子资源和技术中心执行主任拉马努贾拉奥博士；



南非农林渔业部资源清查处副处长 Ntlokwana Claribel Nompumelelo 女士

总结：INBAR 董事会成员 Mark Halle 先生总结发言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中国竹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5:45-17: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B 会议室
 协办方：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竹产业协会
 联系人：宋骥(jsong@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王登举
 主讲嘉宾：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计财司副司长 张艳红

演讲题目：面向未来的中国竹产业规划与政策


演讲嘉宾：四川省林科院副院长 费世民

演讲题目：四川省竹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


演讲嘉宾：浙江省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康志雄

演讲题目：浙江省竹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
16:45-17:30



演讲嘉宾：云南省西南林业大学竹藤研究院院长 董文渊 教授

演讲题目：云南省竹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
研讨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 傅金和博士




嘉宾：中国林科院 何友均博士
嘉宾：西南林大 辉朝茂教授
嘉宾：四川环龙集团副董事长 周骏

会议总结：国际竹藤组织 傅金和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 “一带一路”倡议与竹藤契机
 时间: 2018 年 6 月 25 日，16:00-17:30 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A 会议室
 联系人: Dan Mejia dmejia@inbar.int
15:45 – 15:50
15:50 - 16:05

开幕式: 全球绿色发展协会中国区域代表 Winston Chow 先生主持
致辞嘉宾：
方莉女士, 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助理秘书长, 中国生态环境部外国经济
合作处副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化》
一带一路国际视角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驻华代表张忠军

《南南合作中生态系统管理》

16:05 - 16:30


联合国环境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UNEP-WCMC）主任 Neville Ash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国际联合》
高层对话，Winston Chow 先生主持:

16:30 – 17:30



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环境和森林研究所代理总干事 Agena Anjulo 博士



中国 - 东盟环境合作中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合作中心主任段飞舟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NFGA）代表



柬埔寨农林水产省副国务卿 Man Sokry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张晓华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安第斯地区竹资源潜力开发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 15:45-17:30，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B 会议室
• 协办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
• 联系人： Pablo Jácome pjacome@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国际竹藤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域协调员 Pablo Jácome

•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Hans Friederich 博士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ERG 助理副总裁 Charlotte Sofia Elisabeth
Salford
演讲嘉宾：厄瓜多尔农业和畜牧业部长 Rubén Flores 先生
演讲题目：国家竹战略 2018-2022
演讲嘉宾：秘鲁农业和灌溉部部长 Gustavo Mostajo Ocola 先生

•

演讲嘉宾：哥伦比亚 FEDEGUADUA 主席 Jorge Augusto Montoya 先生

•
•
15:45 - 16:45

•

演讲题目：竹子在亚马孙流域地貌恢复中的作用
演讲题目：以竹支持哥伦比亚和平协议
16:45 - 17:30

问答环节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中日韩竹藤产业合作与人文对话会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8:15，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A 会议室
 协办方：中国林学会、日本林学会、韩国林学会
承办方：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中国林学会国际部、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浙
江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竹类研究所、国际竹藤中心竹藤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福建农
林大学
 联系人：谢锦忠 ，jzhxie@163.net， +86-13868141030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理事长 蓝晓光
16:00-16:15

致词：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幸良 研究员
日本林学会代表
韩国林学会代表
对话会主持：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副理事长 丁雨龙 教授


演讲嘉宾：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理事长 蓝晓光

演讲题目：竹简考竹



演讲嘉宾：Kenji Iiyama （饭山 贤治），日本东京大学 教授
演讲题目：Bamboo Utilization, Past, Present, Future in Japan
演讲嘉宾：Prof. Woo-Yang Chung, 韩国竹业发展协会主席

演讲题目：韩国竹产业现状


演讲嘉宾：中国国际竹藤中心 王戈 研究员

演讲题目：中国竹产业发展现状


演讲嘉宾：Takaaki Oizumi (大泉 高明)，日本大和生物研究所 总裁； 东京
农业大学 客座教授
演讲题目：地被竹（Sasa）叶药效的开发利用与廖科笹类植物园—笹離宮的



演讲嘉宾：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副理事长 方伟 教授

16:15-18:15

建设
演讲题目：以三产联动研究服务竹产业融合发展


演讲嘉宾： 日本岐阜大学 林進教授

演讲题目：日本竹子可持续经营的安排
自由对话会主持：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傅懋毅 研究员
总结：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理事长 蓝晓光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中国竹业投资与创新论坛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3 会议室

协办方：永安市人民政府、北京永安商会、永安市竹产业研究院

联系人：林海青 Email:13605989676@163.com 联系电话：+86 13306088676

16:00-16:08

开幕式：主持人(永安市竹产业研究院 执行院长兼秘书长 刘秀)
 致辞嘉宾：永安市领导（待定）

专题演讲：主持人（永安市竹产业研究院 执行院长兼秘书长 刘秀）

《竹产业市场潜力与投资前景分析》
主讲人：国际竹藤中心 研究员 王戈

16:08-17:08



《兴业在竹—永安投资环境与招商政策介绍》
主讲人：福建省 6·18 协同创新院竹产业（永安）分院、永安市竹产业研
究院院长 江敬艳


17:08-17:30

《“互联网+”平台下的竹产业创业机遇》
主讲人：万竹云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 丁建国

主题会议问答环节及闭幕：主持人（永安市竹产业研究院 执行院长兼秘书长
刘秀）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2019 北京世园会的竹藤应用及展望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6 会议室
 联系人：吴君琦；jqwu@inbar.int
16:00-16:10

开幕式主持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兼中国、朝鲜、日本、蒙古、
韩国五国代表 Marielza Oliveira 博士
 主旨演讲：2019 北京世园会事务协调局 单宏臣
 演讲嘉宾：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 李智勇

16:10-17:00



演讲嘉宾：国际竹藤组织花园首席设计师 胡蔡清

演讲题目：2019 世博会中的国际竹藤组织园


演讲嘉宾：北京紫竹院公园高级工程师 冯小虎

演讲题目：北京地区观赏竹及其园林应用


演讲嘉宾：世界竹子组织首席执行官 Susanne Lucas 女士

演讲题目：观赏类竹子和竹种选择
演讲嘉宾：哥伦比亚竹子协会 Ximena Londoño 女士

演讲题目：竹子与农业教育旅游
17:00-17:30

对话环节——竹藤在花园和园艺中的应用：主持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主任兼中国、朝鲜、日本、蒙古、韩国五国代表 Marielza Oliveira 博士
 北京紫竹院公园园长 勇伟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Maria Vorontsova
 中国花卉协会 彭红明女士
 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代表
 东方园林集团代表
会议总结：主持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兼中国、朝鲜、日本、蒙
古、韩国五国代表 Marielza Oliveira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中国竹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16:00-18:15，星期一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 楼报告厅
• 协办方：中国竹产业协会
• 支持单位：国际竹藤中心、国际竹藤组织、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政府、四川省青神
县人民政府、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政府、重庆星星套装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环
龙集团有限公司
• 联系人：李万霞 cbia8423@163.com
特邀报告：主持人（中国竹产业协会 会长 费本华）
• 中华人民共和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梁红致辞
• 演讲嘉宾：英国林产工业协会教授 Lional Jayanetti

演讲题目：发展竹产业对可持续就业的贡献
•

演讲嘉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改司副司长李玉印

演讲题目：中国林业产业发展战略
•

•

演讲嘉宾：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BioResources》期刊主编 Martin A.
Hubbe
演讲题目：挑战与机遇——《BioResources》期刊关于竹产业的文章
演讲嘉宾：德国中华工商联合会汉堡会会长温振宇

演讲题目：如何开发欧洲竹制品大市场
16:00-18:15

专题报告：主持人（原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司长、中国竹产业协会副会长吴晓
松）
• 演讲嘉宾：泸州市纳溪区区委书记徐利

演讲题目：践行“两山”理论 做强生态竹业
•

演讲嘉宾：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主任杨燕强

•

演讲嘉宾：江西省资溪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傅武彪

演讲题目：践行绿色发展 建设国际竹编艺术城
演讲题目：纯净资溪 竹业乐园
•

演讲嘉宾：重庆星星套装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晓俊

演讲题目：做好竹材利用大文章 努力推进竹产业发展
•

演讲嘉宾：成都环龙工业用呢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骏

演讲题目：发展绿色生态竹纤维产业 推动本色生活用纸消费升级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与绿色城市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星期一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7 会议室
• 协办方：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世界未来委员会（WFC）
• 联系人： Joshi Gaurav ;Gioshi@inbar.int
Dan Meijia ;dmejia@inbar.int
16:00–16:25
开幕式主持人与主旨演讲: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副总干事 Hyoeun Jenny Kim,
演讲嘉宾：
• 世界未来委员会 中国区总监 陈波平,

竹子在可再生城市中的作用
•

16:30 - 17:30

荷兰 NEXT 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John van de Water
城市未来-TEDx 演讲

研讨环节：主持人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绿色城市副主管 Donovan Storey
演讲嘉宾
•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副总干事 Hyoeun Jenny Kim
• 中国-加拿大-非洲可持续城市化国际委员会(ICCCASU)联席主席，渥太华大
学曹沪华教授
• 荷兰 NEXT 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John van de Water
• 世界未来委员会 中国区总监 陈波平
• 联合国人居署 中国官员 Ying Sheng
•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长 Zhou Hongchun 教授
• 中国上合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主任 段飞舟
问答环节及总结 主持人 Donovan Storey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与循环经济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206A 会议室
 协办方：启迪清洁能源集团
 联系人： 张化为， zhanghuawei@tusenergy.com
开幕式：主持人（启迪清洁能源集团 高级副总裁 杜瑛卓）
 致辞嘉宾：文辉，启迪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启迪清洁能源集团董事长、
总裁
 演讲嘉宾：Karol Sikora 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土木工程系

演讲题目：可持续建筑材料的新发展


演讲嘉宾： Adane Berhe

演讲题目：绿色产业——埃塞俄比亚竹炭利用
16:00 – 17:00



演讲嘉宾：张旺，启迪清风 技术总监

演讲题目：竹材在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领域的应用


演讲嘉宾：王永，启迪中谷 总经理

演讲题目：竹材在清洁热力及生物质供热领域的应用


演讲嘉宾：张俊杰，启迪雷浩 市场总监

演讲题目：竹材在清洁热力及气炭联产领域的应用


演讲嘉宾： Anne te Velde

演讲题目：走向循环经济：来自荷兰的经验
现场嘉宾讨论：主持人：杜瑛卓
17:00 - 17:30

参与嘉宾：Karol Sikora、Adane Berhe、张旺、王永、张俊杰、Anne te Velde
总结发言： 文辉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 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B 会议室
 联系人： 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 Kaddu Sebunya

16:00-17:00

17:00-17:30

演讲嘉宾：
 奥斯陆大学研究员 Addisu Mekonnen
贝尔山绿猴作为保护埃塞俄比亚南部高地竹子的旗舰品种的作用
 保护国际组织物种协调员 Harison Randrianasolo,
保护竹狐猴栖息地，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
 小熊猫保护网络部门负责人 Ang Phuri Sherpa,
尼泊尔东部山地森林中保护竹子以保护小熊猫的社区
 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曼加辛加大猩猩国家公园园长 Christopher Masaba
为山地大猩猩，金丝猴和人保护竹子
联合国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中国代表，孟菡

问答环节 主持人 Kaddu Sebunya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非洲竹产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分享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8:00，星期一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401 会议室
 协办方: 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GDSA)
 联系人: Ruud Jansen, rjansen@conservation.org
Zoelinoro Andria , zoelinoro@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组织执行秘书长 Ruud Jansen 先
生
16:00 – 16:30

16:30 – 16:45






主旨演讲：INBAR 代表
主旨演讲：加纳环境、科学、技术和创新部副部长 Patricia Appiagyei
主旨演讲：乌干达水利和环境部国务副部长 Mary Goretti Kitutu Kimono
主旨演讲：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议会副议长 Shitaye Minale

备忘录签署仪式：INBAR- GDSA
小组讨论：主持人 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 组织执行秘书长 Ruud Jansen
先生

16:45 – 17:30

17:30 – 18:00







加纳环境、科学、技术和创新部副部长 HE Patricia Appiagyei
乌干达水利和环境部国务副部长 HE Mary Goretti Kitutu Kimono
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议会副议长 HE Shitaye Minale
喀麦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 HE Nana Aboubakar Djalloh 博士
尼日利亚联邦环境部部长 HE Ibrahim Usman Jibril

问答环节与会议总结主持人：非洲农业研究论坛执行主任 Yemi Akinbamijo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全球竹藤产品认证的实践与展望
•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 – 17:30，星期一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206B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国林科院、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 联系人：陆文明, luwenmingcaf@126.com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 陆文明
•
•

•
16:00 - 17:15
•

致辞嘉宾：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 主任 王伟
主讲嘉宾：罗马论坛 主席 Maharaj Muthoo
演讲题目：Global perspectives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with focus on certification
for bamboo and rattan resources
演讲嘉宾：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 陆文明
演讲题目：Bamboo certification in China with focus on its mechanism, standard
and implementation
演讲嘉宾：印度克拉拉林业研究所 B 级科学家 S. V. Balakrishnan

演讲题目：Bamboo and rattan certification in Asia
•
•

17:15 - 17:30

演讲嘉宾：加纳林业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 Dr. Beatrice Daiko Obiri
演讲题目：Bamboo and rattan certification in Africa
演讲嘉宾：美国 Ecoplanet Bamboo 公司 首席运营官 Camille Maria Rebelo
演讲题目：Bamboo and rattan certification in Latin America

研讨环节：主持人: 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 陆文明
• 嘉宾：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总裁 Ben Gunneburg
会议总结：主持人：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 陆文明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林业学位教育与竹藤发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 16:00-17:30，星期一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5 会议室
 协办方：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
 联系人：彭鹏 pengpeng@apfnet.cn
开幕式：主持人南京林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徐信武


致辞嘉宾：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张红
致辞内容：南京林业大学围绕竹藤加工和林业高等教育



演讲嘉宾：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林学院院长 John Innes 教授
演讲题目：北美林学高等教育

16:00- 17:00


演讲嘉宾：马来西亚 UPM 大学林业院院长 Mohamed Zakaria Bin Hussin 教
授
演讲题目：马来西亚林业高等教育



演讲嘉宾：南京林业大学竹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国华教授
演讲题目：竹子的科研进展与国际交流

研讨环节：主持人南京林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徐信武

17:00 - 17:30



张红（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



John Innes（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林学院，院长）



王光玉（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



Mohamed Zakaria Bin Hussin（马来西亚 UPM 大学林业院，院长）



刘国华（南京林业大学竹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会议总结：主持人南京林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徐信武

主题研讨会

可持续竹建材研讨会暨第三届现代竹结构国际会议开幕式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08:10-08:5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国际竹藤组织、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美国土木工程师学
会（ASCE）、湖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罗
马大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可为 kwliu@inbar.int ；李智 zhi.li@njtech.edu.cn
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全球竹建筑项目协调员刘可为


开幕式致辞 （15 分钟）
费翰思，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5 分钟）
肖岩，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浙江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5 分钟）
清华大学领导（待定）（5 分钟）



《圆竹结构设计》新书发布 （5 分钟）
作者：陈肇元、邵长专
陈肇元，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邵长专，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08:10 - 08:30

08:30 - 08:50

开幕式主旨演讲嘉宾：
Gunter Pauli, 经济学家、罗马俱乐部成员
演讲题目：竹子在缓解贫困和激发创新方面的力量

主题研讨会：圆竹结构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09:00-10: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09:00 - 09:20

开场主持人与主旨演讲嘉宾：
Romildo D. Toledo Filho，巴西非传统材料与技术学会主席 & 中巴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题目：巴西圆竹结构建筑现状
研讨环节主持人：Romildo D. Toledo Filho




09:20 - 10:30





Elom Ayeke，加纳 Kwame Nkrumah 科技大学教研助理
演讲题目： Bambitecture 在加纳竹制建筑范式转化中的催化作用
邵长专，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演讲题目：圆竹竹桥的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
Roya Mostaed Shirenjini, 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
演讲题目：圆竹建筑
Alemayehu Darge Dalbiso，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讲师
演讲题目：埃塞俄比亚乡土竹建筑及其在现代城市住宅中的适应潜力个案研究
孟鑫淼，北京林业大学讲师
演讲题目：复合材料加固开裂圆竹结构轴压受力性能研究
Mateo Gutierrez,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生
演讲题目：竹结构的防火设计——高温下的力学性能

问答环节（20 分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工程竹材和工业化竹材（第 1 部分）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5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国际竹藤组织、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ASCE）、湖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
学、罗马大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可为 kwliu@inbar.int ；李智 zhi.li@njtech.edu.cn
11:00 – 11:20

主持人及主旨演讲嘉宾：
赵辰，南京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竹建造？
研讨环节主持人：赵辰




11:20 – 12:50






许清风，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演讲题目：工程竹构件防火性能的试验研究
陈伯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重组竹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Juliana Vicente Becker，巴西圣保罗大学（USP）博士生
演讲题目：工程竹建材在城市环境中的潜力
Cristoforo Demartino，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科学家
演讲题目：竹剪力墙的隔热性能
李海涛，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演讲题目：竹集成材柱偏心受压力学性能
Giuseppe Quaranta，意大利罗马大学助理教授
演讲题目：竹-钢空间桁架结构的动力特性
陈复明，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
演讲题目：装配式工程竹房屋的研究和应用

问答环节（30 分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工程竹材和工业化竹材（第 2 部分）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6:00-18:1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国际竹藤组织、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ASCE）、湖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
学、罗马大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可为 kwliu@inbar.int ；李智 zhi.li@njtech.edu.cn
16:00 – 16:20

主持人及主旨演讲嘉宾：
肖岩，美国南加州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演讲题目：Glubam 竹建筑和竹桥的发展情况简介
研讨环节主持人：肖岩





16:20 – 18:10






柏文峰，昆明理工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基于工业化生产的低成本抗震竹结构
贺国京，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木/竹 - 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性能分析
Gabriele Candela, 意大利雷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博士生
演讲题目：基于无人机图像采集信息的钢竹网架建模
单波，湖南大学副教授
演讲题目：Glubam 竹-混凝土组合梁
Leonel Mimendi,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
演讲题目：结构用圆竹基于图像扫描信息的精细化建模研究
陈国，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演讲题目：腹板开口对竹木复合工字梁性能影响的研究
李智，南京工业大学助理教授
演讲题目：轻型 Glubam 竹剪力墙建筑
王戈，国际竹藤中心研究员
演讲题目：大跨度竹质工程构件制造桥梁的研究与示范

问答环节（30 分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在非洲
 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7: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A 会议室
 联系人： 傅金和（总联系人），jfu@inbar.int
Jayaraman Durai (东非联系人), jdurai@inbar.int,
Michael Kwaku（西非联系人），mkwaku@inbar.int
Rene Kaam（中非联系人），rkaam@inbar.int
Zoelinoro Andria（中非联系人） zoelinoro@inbar.int
欢迎与介绍：主持人 非洲农业研究论坛（FARA）执行主任 Yemi
11:00 – 11:05
Akinbamijo 博士
分会：东非地区竹藤三边合作
主持人 埃塞俄比亚农业和畜牧部国务部长 Kaba Urgessa 博士

11:05 – 12:20

12:20 – 12:30

演讲嘉宾（每人 3 分钟）
 清华大学 Yuanyuan Zhao 女士
东非竹类资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GIS 研究
 埃塞俄比亚 Bamboo Focal Point, Ashebir Wondimu 先生
埃塞俄比亚竹业的市场与投资潜力
 KEFRI 科学主管 Paul Ongugo 博士
肯尼亚竹业的市场与投资潜力
 SLMPII Bamboo 国家协调官员 Habtamu Hailu 先生
在埃塞俄比亚使用竹子进行可持续流域管理和改善生计的经验
 SA Bamboo PLC 所有人 Addissu Hailu Bedir
埃塞俄比亚竹业经营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肯尼亚 Green Pot Enterprise 首席执行官 Caroline Wangui Kariuki、主
管 Kathomi Gatugi Njeru
肯尼亚竹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国际竹藤中心（ICBR） 栾军伟先生
国际竹藤中心在非洲项目的合作
研讨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区域项目经理 Jayaraman Durai

分会：西非绿色发展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 Michael Kwaku 先生 国际竹藤组织加纳办公室主任
演讲嘉宾（每人 3 分钟）
14:05-14:55




加纳土地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BENITO Owusu-Bio 阁下
加纳竹藤产业发展状况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环境部国务部长 IBRAHIM Usman Jibril 阁
下
尼日利亚竹藤产业发展状况

加纳竹藤发展规划（BARADEP）规划官员 SAMUEL Sarbah 先生
通过南南合作和支持利用竹子在加纳开展土地恢复和扶贫工作（在
加纳阿克拉建立手工竹制品中心）
 加纳全球竹制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GLORIA Adu 女士
竹商机：竹炭生产案例
 加纳竹制自行车行动首席执行官 BERNICE Dapaah 女士
竹商机：竹制自行车生产案例


14:55 – 15:20

15:20 – 15:30

研讨环节：主持人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组织执行秘书长 RUUD
Jansen 博士
启动 INBAR-FARA 伙伴关系，开发以非洲竹子为特色的气候智能型农业
（签署谅解备忘录）
签署人：INBAR 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FARA 执行主任 Yemi Akinbamijo 博士
分会：中非绿色发展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 Juteau Tousse 先生

15:45 – 17:10

演讲嘉宾（每人 3 分钟）
 主旨演讲：喀麦隆环境部部长代表 Nana Aboubakar 阁下
喀麦隆竹藤开发的国家战略与政策改革
 COMIFAC 秘书长 Raymond Ndomba Ngoye
竹藤为刚果盆地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潜力
 国际农发基金会国家主管 Bernard Hien
主题：非洲内部竹业小农农民生计发展项目
 联合国工发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代表 Maketa Lutete

Thomas,
中非竹藤产业现状





17:10 – 17:30

刚果竹子组织 Frank IRAGI
刚果竹藤产业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潜力
森林资源 CAR Jules TOMBET
中非共和国竹藤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管 Yugii Niino
竹子在喀麦隆土地恢复、粮食安全和扶贫中的作用

研讨环节：主持人 Juteau Tousse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改变生活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9:00-12:30 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b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国绿色时报社，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中国林业机械协会
• 联系人： 刘清晖 qhliu@inbar.int

9:00-12:30

（一） 主旨演讲
1. 竹子与居住环境
演讲嘉宾：南京林业大学 吴智慧教授
2. 发展竹工机械，振兴乡村产业
演讲嘉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 所长傅万四
3. 竹子改变生活
演讲嘉宾：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理事长蓝晓光
4. 以“竹”为本，知“竹”常乐
演讲嘉宾：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会长钱小瑜
（二）经验交流
1.典型竹产区代表介绍本地竹产业发展情况
2.企业 CEO 代表发言
嘉宾：江阴延利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庄理少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生物质能源与碳材料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B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国林学会竹藤资源利用分会、国际竹藤中心、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研究所、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
• 承办单位：浙江笙炭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富来森中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佶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旺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联系人： 王 进 13811668166、陈 雷 18201072182
主持人：国际竹藤中心绿色经济研究所 刘志佳研究员


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研究所 蒋剑春院士

《竹炭与竹活性炭加工技术与产业模式》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农学院 王景欣教授

生物质活性炭材料在能量储存中的应用、

11:00 - 11:45


浙江农林大学张文标教授

《竹炭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美国农业部林务局林产品创新研究院 蔡智勇研究员

木基纳米碳材料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应用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盛奎川教授

清洁生产竹机制炭的密实化与碳化技术
11:45-12:30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工程与矿物资源 Statler 学院 Edward M. Sabolsky 博士



无模板法合成高度有序介孔碳材料及其在超级电容器领域的应用、
南京林业大学周建斌教授
《竹子“热、电、气、炭、肥”多联产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国际竹藤中心绿色经济研究所刘志佳研究员
《竹材的能源化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在应对波恩挑战中的作用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5 会议室
 协办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
 联系人： Trinh ThangLong; ttlong@inbar.int
主持人：Eduardo Mansur 博士
11:00 – 11:05
11:05 – 11:10

欢迎和介绍
•致辞嘉宾：Eduardo Mansur 博士
•演讲嘉宾：John D. Liu

演讲题目：土地恢复的生态原则
11:10 – 11:16

•演讲嘉宾：Li Yanxia

演讲题目：案例总结——中国
11:16 – 11:22

•演讲嘉宾： Selim Reza

演讲题目：案例总结——非洲
11:22 –11:28

•演讲嘉宾： Juan Carlos Camargo Garcia

演讲题目：案例总结——哥伦比亚
11:28 – 11:34

•演讲嘉宾：T.P Mony

演讲题目：案例总结——印度
11:34 – 11:45
11:50 – 11:55

问答环节: 向报告人提问（全体参与）
•演讲嘉宾：Trinh Thang Long

演讲题目：概述：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为波恩挑战做出贡献的挑战和机遇

11:55 - 12:25

12:25 – 12:30

研讨环节：主持人 Eduardo Mansur (联合国粮农组织)
 嘉宾：Pradeep Monga (联合国荒漠化公约),
 嘉宾：Han Meng (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
 嘉宾：John D. Liu (CommonLand 组织),
 嘉宾：Li Jia,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会议总结： Eduardo Mansur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守正创新，崇尚生活——当代竹工艺、竹设计、竹产业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09：00—16:30 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206A+B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宜宾市政府
• 联系人：佟垚 010-68396405

09:30 – 15:30

开幕式主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周利群
致辞嘉宾：
• 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李智勇
•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陶小年
• 宜宾市政府市长杜紫平
演讲嘉宾：
• 宜宾市政府副市长王力平
• 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主任蓝晓光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科研处处长吴良如
• 知名美籍华人设计师石大宇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竹工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嘉峰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竹工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宁波士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剑勤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竹工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深圳市上善工业设计有限公
司董事长贾思源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竹工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竹工艺大师何素梅
• 四川中科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玉枝

15:40-16:20

竹工艺专委会年会
专委会主任黄学敏主持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贸易政策便利化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1 会议室
• 协办方：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
• 联系人：吴君琦； jqwu@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执行主任 Gerhard Dieterle 博士
• 致辞嘉宾：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Tetra Yanuariadi 博士

演讲题目：热带非木质林产品和贸易与市场准入的现状和趋势
•

演讲嘉宾：世界海关组织关税和贸易事务局副局长 Gael GROOBY 女士

演讲题目：竹藤商品的协调制度编码发展
•

演讲嘉宾：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 尹娇处长

•
•

演讲嘉宾：宜家上海分公司采购部木材供应与林业专家 何列艳
演讲题目：竹藤产品木材法规 - 宜家案例分享
• 演讲嘉宾：国际竹藤组织外联外宣部主任 吴君琦博士

11:00 - 12:10

演讲题目：中国竹藤商品海关编码与贸易政策发展

竹藤商品国际贸易市场信息分享
•
12:10 - 12:30

演讲嘉宾：中国林科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罗信坚博士
演讲题目：简介最新出台的绿色供应链机制（GGSC）

问答环节：主持人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执行主任 Gerhard Dieterle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印度竹产业研究、发展与能力建设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9:00-10: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A 会议室
 联系人： Deepak Kumar Sinha (deepakkr.sinha@gov.in)
开幕式主持人：Deepak Kumar Sinha, IGF, MoEF&CC
 致辞嘉宾：Ram Muivah 先生，东北地区发展部东北委员会秘书

演讲题目：竹子在振兴印度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增加收入和促进可持续发
展中的作用

9:00-10:30




演讲嘉宾：T. Imkonglemba Ao 先生，印度那加兰邦竹子发展署、那加兰邦
政府农业首席秘书
演讲题目：案例分析-那加兰邦竹子发展署在当地发展中的作用
演讲嘉宾：V.L. Roui Kullai 女士，印度东北地区发展部处长
演讲题目：印度东北地区-竹子发展的潜力
演讲嘉宾：Indrani Phukan 博士，新德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高级顾
问
演讲题目：案例分析-Mizoram 地区以社区为基础的竹林管理作为气候变化

适应措施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标准化的全球相关性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6 会议室
• 协办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 联系人： Rene Kaam; rkaam@inbar.int, +86-10-64706272
Kepu Wang; kpwang@inbar.int
11:00 - 11:15

开幕式：国际标准化组织区域经理 Kolin Low 先生
主旨演讲：ISO 国际标准驱动竹藤产品可持续国际贸易
研讨环节：主持人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 Wan Tarmeze Wan 博士（ISO 标准专
家、TFR 主席）
嘉宾：
•

•
11:15 - 12:05

•
•

国际竹藤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竹藤技术委员会
（ISO/TC296）主席 费本华教授
演讲题目：概述 ISO / TC 29 制定的竹藤国际标准
荷兰 MOSO International BV 公司 Arjan van der Vegte
演讲题目：从消费国角度看竹产品 ISO 国际标准的重要性
世界海关组织 Gael Grooby
演讲题目：竹藤 HS 编码与竹藤 ISO 国际标准的重要性和互补性
喀拉拉邦森林研究所，BIS ISO 代表 E.M. Muralidharan 博士

演讲题目：国际标准对竹藤资源可持续采伐的贡献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第 1,6,7,11,13 和 15 项
•

Alt Plus Luke Schuette

•

AgImpact International、ISO 专家 Ramadhani Achdiawan

演讲题目：为提升性能，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标准
演讲题目：标准在印度尼西亚藤条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12:05 – 12:10

休息

12:10 – 12:30

问答环节：主持人 Wan Tarmeze Wan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 竹藤助力东盟国家绿色增长
• 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
• 地点: 中国国家会议中心 303A 会议室
• 协办方: 中国-东盟中心
• 联系人: Dan Mejia dmejia@inbar.int
11:00 - 11:10

11:10 – 11:15

开幕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主持,
国际气候倡议（IKI）项目启动
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心（RECOFTC）人员和森林中心计划协调和业务经理
Chandra Silori

老挝，泰国和越南的景观恢复倡议
主旨发言：
11:15 - 11:30

菲律宾农业参议院委员会参议员兼委员长 Cynthia Villar 女士

《菲律宾竹藤发展的经验教训》
东盟地区的思考：


菲律宾环境自然资源部矿产司副秘书长 Nonita Caguioa 女士

《东盟地区竹藤进展》

11:30 - 12:30

印度环境林业部流域和护林主任 Ir. Muhammad Firman 博士

《印度尼西亚竹业最新发展》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大湄公河项目竹、藤、金合欢、橡胶项目区域项
目经理 Tam le Viet 先生

《湄公河下游竹藤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Benedict Bingham 先生

《东盟地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翟崑教授主持提问与会议总结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林碳汇：森林生态和森林经营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7: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3 会议室
• 合作伙伴：浙江农林大学（ZAFU），中国绿色碳基金会（CGCF）
• 联系人： 李艳霞, yxli@inbar.int,
梅婷婷, ttmei@zafu.edu.cn
开幕式：主持人 浙江农林大学（ZAFU）梅婷婷

14:00 - 15:30

演讲嘉宾：
• 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对毛竹林碳通量变化的影响，徐小军， 浙江农林
大学
• 喜马拉雅山麓的竹子的异构计量和环境指标 - 生长，生物量，根系
分布和土壤性质，Rajesh Kaushal，印度 ICAR-印度水土保持研究所
• 基于竹子的家庭森林为印度东北部的生物质生产和碳农业提供了机
会, Nath, Arun Jyoti, 阿萨姆邦大学, SIlchar, 印度
• 管理措施对毛竹林土壤有机碳库和土壤呼吸的影响，李永夫，浙江农
林大学
小组讨论：主持人 MOSO 研究与发展中心 Pablo van der Lugt

14:40- 15:30

嘉宾：
• 徐小军，浙江农林大学
• Rajesh Kaushal，印度 ICAR-印度水土保持研究所
• Nath, Arun Jyoti, 阿萨姆邦大学, SIlchar, 印度
• 李永夫，浙江农林大学

15:30- 15:00

茶歇
开幕式：主持人 中国绿色碳基金会（CGCF）李怒云

16:00- 16:40

演讲嘉宾：
• 介于草原和森林之间的竹林 - 我们可以从涡度相关测量中学到什
么？Frank Berninger， 浙江农林大学
• 竹子对缓减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社区建设起到的作用，王
磊， 浙江农林大学
• 基于经营活动的竹林碳汇项目的计量和监测，施拥军， 浙江农林大
学
• 中国竹林项目的碳交易市场（CCER 项目回顾），李怒云，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
小组讨论：主持人 浙江农林大学（ZAFU）王磊

16:40-17:30

嘉宾：
• Frank Berninger，浙江农林大学
• 施拥军，浙江农林大学
• 李怒云，中国绿色碳基金会
• Ashebir Wondimu Zeleke，埃塞俄比亚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
• 徐嘉忆，世界资源研究所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林碳汇：生命周期评估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3 会议室
• 合作伙伴：浙江农林大学，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 联系人： 李艳霞，yxli@inbar.int
梅婷婷, ttmei@zafu.edu.cn
开幕式：主持人：浙江农林大学 王磊

11:00 – 11:40

演讲嘉宾：
• 竹林和产品的碳汇和减排，Pablo van der Lugt，毛竹研究与发展中心
• 竹产品的碳储量和碳足迹，周国模，浙江农林大学
• 竹子在可持续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减缓气候变化上的应用，Claudia Daza
Montaño，国际竹藤组织可再生能源特别工作组
• 加纳竹子、柚木和阿拉伯胶树生产木炭的生命周期比较分析，Michael
Kwaku，国际竹藤组织加纳办事处
研讨环节：主持人：国家地理学会孙庆伟

11:40-12:30

嘉宾：
• Pablo van der Lugt，毛竹研究与发展中心
• 周国模，浙江农林大学
• Claudia Daza Montaño，国际竹藤组织可再生能源特别工作组
• Michael Kwaku，国际竹藤组织加纳办事处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熊猫栖息地保护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7 会议室

•

联系人： Saurabh Upadhyay, supadhyay@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11:00 - 11:15

致辞嘉宾：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张志忠

改善对大熊猫竹区栖息地的管理
研讨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
嘉宾：

11:15 - 12:30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张志忠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办事处 Philippe Pypaert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驻泰国曼谷亚洲自然资源组负责人 Scott Perkin

•

大自然保护协会首席科学家 张小全

•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科学家 Fan Zhiyong

•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王爱民

•

保护国际组织（CI）保护区经理 Jiang Zeyin

会议总结：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Hans Friederich 博士

Tentative Programme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B 会议室
 合作伙伴：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中国花卉协会
 联系人： 许兰霞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秘书长尹刚强
 演讲嘉宾：汪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演讲题目：森林与中国文字起源

11:00 - 12:10

演讲嘉宾：彭红明，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演讲题目：中国古代咏竹古诗词的特色


演讲嘉宾：张引潮，中国花卉协会副秘书长

演讲题目：中国花卉文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演讲嘉宾：侯满平，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
演讲题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建设生态文化村的思考
12:10 - 12:30

问答与总结环节：主持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秘书长尹刚强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在紧急避难所和社会住房中的作用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
 联系人： Joshi Gaurav gjoshi@inbar.int
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14:00 - 14:10

开幕式致辞和主讲嘉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中国代表
Sivanka Dhanapala 先生
演讲环节：主持人英国 Amphibia 集团首席执行官 Hector Archilla

14:10 - 14:50

演讲嘉宾：
 英国 Amphibia 集团首席执行官 Hector Archilla
社会住房中非临时性工程竹材料的应用
 尼泊尔 ABARI 竹与地球倡议，创始人 Nripal Adhikary
震后重建：以尼泊尔为例
 印度南亚竹基金会创始人、执行主任，世界竹子组织前主席 Kamesh Salam
公厕设计中的竹子应用和 BAMTECH 应用程序
 墨西哥 Kaltia & Bambuterr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Verónica María Correa
Giraldo
竹子在墨西哥灾后重建中的应用
 菲律宾 Base Bahay 基金会 Luis Felipe Lopez
菲律宾可持续社会化住宅 ——融合全球技术和当地传统
 国际竹藤中心助理研究员张融
中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
研讨环节：主持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中国代表
Sivanka Dhanapala 先生

14:50 - 15:30

嘉宾：
 尼泊尔 ABARI 竹与地球倡议创始人和设计师 Nripal Adhikary
 英国 Amphibia 集团首席执行官 Hector Archilla
 印度南亚竹基金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Kamesh Salam
 墨西哥 Kaltia & Bambuterra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Verónica María Correa
Giraldo
 菲律宾 Base Bahay 基金会 Luis Felipe Lopez
 美国南加州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肖岩
 国际竹藤中心助理研究员张融
问答环节与会议总结：主持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中国
代表 Sivanka Dhanapala 先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藤资源利用与绿色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7 会议室
• 协办方：印尼家具和手工业协会（HIMKI）
• 联系人： Rene Kaam, rkaam@inbar.int, +86-10-64706272;
Kepu Wang, kpwang@inbar.int
开幕式
14:00-14:20

演讲嘉宾：
• 主旨发言：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农基工业司司长，Panggah Susanto

棕榈藤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研讨环节：主持人 Ramadhani Achdiawan (AgImpact International)
嘉宾：
•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农业和林业产品出口总监 Dra. Tuti Prahastuti M.Si.,

棕榈藤贸易：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14:20-16:50

•
•

印尼家具和手工业协会副主席（分管生产与人力资源）Satori
印尼棕榈藤产业的现状与未来
PUPUK Cecep Kodir Jaelani

生活中的棕榈藤
•
•

印尼家具和手工业协会副主席（分管创新与设计）Adhi Nugraha
藤材家具设计的现状与未来

16:50-17:00

茶歇

17:00-17:30

问答环节
主持人：Ramadhani Achdiawan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全球竹藤资源评价（GABAR）的规划与进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 – 15: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1 会议室
 联系人： Trinh ThangLong; ttlong@inbar.int
14:00 – 15:05

开幕式
 演讲嘉宾：Trinh Thang Long
演讲题目：为何是 GABAR
 演讲嘉宾：Peng Gong, Rajesh Kumar, Shri Ajaya Kumar Naik, Hoang Viet Anh

演讲题目：竹资源评估


演讲嘉宾：Nguyen Quoc Dung

演讲题目：国家竹资源数据库

15:05 – 15:25
15:25-15:30



演讲嘉宾：Prof. WANG Kanglin



演讲题目：棕榈藤评估
演讲嘉宾：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代表
全球竹藤资源分布评估

问答环节：主持人 Peng Gong 教授
主旨演讲：Peng Gong 教授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印度竹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A 会议室
 联系人： Deepak Kumar Sinha (deepakkr.sinha@gov.in)

开幕式：主持人 Deepak Kumar Sinha, IGF, MoEF&CC


致辞嘉宾：B.N. Mohanty 博士，班加罗尔地区 IPIRTI 主任

演讲题目：近年印度高端竹子产品发展

14:00-15:30

演讲嘉宾：Vipin Chawla 博士，班加罗尔地区 IPIRTI 科学家

演讲题目：印度开发的竹制房屋技术


演讲嘉宾：C. S Sushant 先生，班加罗尔地区 NID 竹子创新中心负责人

演讲题目：印度竹家具设计的途径


演讲嘉宾：B.N Mohanty 博士，班加罗尔地区 IPIRTI 主任

演讲题目：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与培训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 竹缠绕论坛：绿色创新技术助力南南合作



时间: 201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14:00-17:30
地点: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Auditorium




协办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系人: 金薇, wjin@inbar.int

13:00 - 14:00

会议签到

会议主持：谢极 原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
领导致辞
14:00 - 14:20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代表
-- 菲律宾参议院议员辛西娅. 薇亚

14:20 - 14:45

竹缠绕绿色技术在竹产业发展中的地位
-- 费本华

国际竹藤中心

副主任

竹缠绕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与应用
14:45 - 15:10

-- 叶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15:10 - 15:25

竹缠绕复合材料加速老化试验与鉴定
-- 加拿大国家林产品创新研究院

首席专家 戴春平

15:25 - 15:40

茶 歇

会议主持：余翔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知识产权研究院 院长
湖北师范大学 副校长
欧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院
15:40 - 15:55

15:55 - 16:10

16:10 - 16:25

16:25 - 16:40
16:40 - 17:10
17:10 - 17:30

院士

竹缠绕技术在竹产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地方政府领导

竹缠绕技术在大型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应用与实践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绿色技术南南合作相关支持政策
-- 中国进出口银行
竹缠绕技术在南南合作中的应用与实践
--尼泊尔林业环境部部长
交流与讨论
会议总结
--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费翰思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热带竹林可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1）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5 会议室
• 协办方：ITTO
• 联系人： 李强 li@itto.int; 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14:00 - 14:05

ITTO-INBAR 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开幕式主持人：ITTO 执行主任 Gerharde Dieterle
演讲嘉宾：
•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助理主任 Sheam Satkuru 女士

非木质林产品在热带森林可持续发展中的整合
•
14:05 - 15:10

Tropenbos International 董事 Rene Boot

国际森林和发展议程中的国内木材市场
•

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 FOERDIA 项目协调员 Desy Ekawati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项目对印度尼西亚 1,000 个竹村运动的影响
•

EcoPlanet Bamboo 首席运营官 Camille Rebelo

商业和小农竹种植园背景下的可持续森林经营
•

CIFOR 总干事 Robert Nasi

总结：林业的未来

15:10-15:30

研讨环节主持：ITTO 执行主任 Gerharde Dieterle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扶贫与绿色增长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A 会议室
 联系人：Jayaraman Durai，jdurai@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国际农发基金会首席技术专家 Malu Muia Ndavi 博士


主旨演讲：印度竹资源与技术中心 （CIBART）董事长兼总经理 I. V.
Ramanuja Rao 博士

演讲题目：竹子在减缓贫困和推动绿色增长方面的潜力


演讲嘉宾：竺肇华教授或浙江农林大学金爱武教授

演讲题目：大规模产业带动的发展模式


马达加斯加 PROSPERER Barihoda Vladmir Ratsimandresy 先生

演讲题目：基于微型企业的马达加斯加竹价值链开发

14：00 – 15：20






PCCF (Retd) S.T.S. Lepcha 先生或 Native KONBAC 总经理 Sanjeev Karpe

演讲题目：政府引导的竹业发展模式：经验与教训
共同生产和培训中心/ 社会企业方法

国际竹藤组织 Selim Reza / Donald Dickson Kibhuti 博士

演讲题目：案例研究—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竹炭和炭
砖产业的 NCPP 模型：教训和挑战


哥伦比亚 Ximena Londoño

演讲题目：拉丁美洲竹业扶贫情况 或者 SENA Bamboo / PEDRO Guadua




Barihoda Vladmir Ratsimandresy 先生
演讲题目: 马达加斯加基于小型企业的竹价值链发展情况
菲律宾 In-hand Abra Foundation 有限公司 Carmelita Bersolana

演讲题目：菲律宾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生计改善方法

问答环节主持人：世界粮食计划署 Caroline Legros 女士
15：20 – 15：30
会议总结：世界竹藤组织 Jayaraman Durai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南南合作：培训与能力建设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7: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6 会议室
• 协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中国商务部培训中心，国际竹藤中心
• 联系人： 金薇，wjin@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国际竹藤中心党委书记 刘世荣
14:00 - 14:30

•
•

主旨演讲：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 副院长 刘明哲
主旨演讲：哥斯达黎加国际合作大学 校长 Eduard Mueller

演讲题目：通过跨领域能力建设加速竹子生产以实现恢复性发展
研讨环节：主持人 中国代表
主题 1.竹藤能力建设的全球需求和要求;
主题 2.南南知识、信息和资源交换和试点开发政策;
主题 3.竹藤知识、技术中心和潜在资源

14:30 - 15:30

嘉宾：
•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 秘书长 Francois Martel
• 印度胶合板行业研究和培训机构总监 Braja Mohanty 博士
•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副教授 李茂彪
• 哥伦比亚生物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专家、国际竹藤组织/可再生能源竹子专题
组 Claudia DazaMontaño 博士
• 加纳全球竹子公司 总裁 Gloria Asare Adu
问答环节

15:30-15:45

茶歇
研讨环节：主持人 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自然科学计划专家 Philippe Pypaert
主题 4.全球竹藤能力建设的任务和愿景/路线图;
主题 5.全球竹藤网能力建设网络倡议及其形成过程

15:45-16:45

嘉宾：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计划专家 Robert Parua
• 中国政府代表（待定）
• RECOFTC 执行董事 David Ganz 博士
•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林业学院院长 John Innes 博士
• 哥斯达黎加国际合作大学校长 Eduard Mueller 博士
• 埃塞俄比亚环境和森林研究所森林资源利用研究主任 Berhane Kidane
问答环节

16:45-17:15

会议总结：主持人 教科文组织北京办公室自然科学计划专家 Philippe Pypaert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宜宾市竹产业项目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A+B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共宜宾市委、宜宾市人民政府
• 联系人： 艾允一，电话：18989226478，电子邮件：706472422@qq.com
会议议程
主持人：中共宜宾市委副书记邓正权
（会前播放《美在宜宾》宣传片）
（一）播放竹产业专题宣传片；
（二）中共宜宾市委副书记、宜宾市人民政府市长杜紫平致欢迎辞；
14:00 - 15:30

（三）中共宜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学焦对外发布宜宾市竹产业重点招商
项目，推介宜宾竹产业投资机遇；
（四）宜宾市人才办副主任覃勇推介宜宾市竹产业人才引进政策；
（五）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李智勇致辞；
（六）宜宾市长宁县、江安县推介；
（七）签约企业家代表发言；
（八）合作项目签署仪式。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分类与基因组学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4:00-15: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215 会议室
 协办方：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南京林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
 联系人： 赵韩生 zhaohansheng@icbr.ac.cn;
牟少华 mush@icbr.ac.cn
开幕式和竹藤分类部分主持人：ICBR 基因组，副所长/研究员，高志民


14:00 - 14:45



演讲嘉宾：南京林业大学，丁雨龙，教授
演讲题目：竹子传统分类的困惑
演讲嘉宾：英国丘园，Maria S. Vorontsova
演讲题目：竹子的起源，多样性以及所有那些难懂的拉丁名字
演讲嘉宾：英国丘园， William (Bill) Baker
演讲题目：关于藤分类的基础知识和为什么不同植物的分类如此重要
演讲嘉宾：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赵韩生
演讲题目：中国竹藤分类研究进展

竹藤基因组部分：主持人（ICBR 基因组，副所长/研究员，高志民）


14:45 - 15:30


演讲嘉宾：深圳华大研究院，刘心，博士/副院长
演讲题目：竹子参考基因组的构建
演讲嘉宾：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郭振华，研究员
演讲题目：基于 Ddrad 数据的温带木本竹科（Arundinarieae）的系统发
育
演讲嘉宾：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赵韩生
演讲题目：从头测序的两个藤基因组（单叶省藤和黄藤）

会议总结主持人：ICBR 基因组，副所长/研究员，高志民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通过创意联结竹子与世界遗产
 时间：第二天，2018 年 6 月 26 日，周二 16:00-17:30
 地点：303A 室，国家会议中心
 合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竹藤组织
 联系人：李艳霞 yxli@inbar.int，高思嘉 s.gao@unesco.org
16:00 - 16:25

16:25 - 17:30

明确概念：为何通过创意联结竹子与世界遗产
 国际竹藤组织李艳霞女士发言
主题：竹子的关键概念及其重要性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待定）发言

主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振兴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卢叶女士发言
主题：世界遗产可持续生计的理念
圆桌讨论：如何通过创意联结竹子与世界遗产——探索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的多方合
作伙伴关系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卢叶主持
 城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方凯先生发言
主题：湖南省城步县竹产业精准扶贫介绍
 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廖朝林先生发言
主题：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竹手工艺可持续生计介绍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昂贵先生发言
主题：石林世界自然遗产地撒尼刺绣可持续生计介绍
 汶川县熊猫乡村绿色发展协会会长明猛先生发言
主题：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雅安片区养蜂可持续生计介绍
 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教授发言
主题：非遗传承与生活美学
 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刘子力先生发言


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媛媛女士发言
主题：创意文化产品开发理念和实践经验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共关系和媒体传播部高级经理张孝菊女士
发言
主题：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助力可持续发展



讨论与互动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总结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印度东北部竹产业发展重点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6:00-17: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A 会议室
 联系人： Deepak Kumar Sinha (deepakkr.sinha@gov.in)
开幕式：主持人 Deepak Kumar Sinha, IGF, MoEF&CC


致辞嘉宾：A.K. Handa 先生，占西地区 CAFRI 首席科学家

演讲题目：竹子在农场林业中的作用
16:00-17:30



演讲嘉宾：Pushpanjali Das 女士，德里地区建筑师

演讲题目：建设多层竹建筑：需求、潜力和挑战


演讲嘉宾：Gautam Chintey 先生，甘蔗和竹子技术中心（CBTC）东北地区
理事会顾问

演讲题目：印度竹子发展的商业模型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笋用竹林高效培育和可持续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16:00-17: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1 会议室
• 协办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 联系人： 李琴，13819193860，673343742＠qq.com
主持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竹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琴
•

演讲嘉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林业调
查规划设计院院长/研究员 汪奎宏

演讲题目：毛竹笋用林可持续发展与春笋冬出技术
•

演讲嘉宾：浙江农林大学竹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桂仁意

演讲题目：雷竹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6:00-17:30
•

演讲嘉宾：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竹子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工

演讲题目：麻竹笋用林高效可持续经营
•

演讲嘉宾：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金川

演讲题目：绿竹笋用林高效培育
•

演讲嘉宾：西南林业大学竹藤研究所所长/教授

辉朝茂

演讲题目：优良笋用丛生竹发展现状与甜龙竹高效培育

郑蓉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热带竹林可持续经营与开发利用（2）
•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6:00-17:30，星期二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5 会议室
• 协办方：ITTO
• 联系人：李强 li@itto.int；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 森林树木和农林业项目
（FTA）主任 Vincent Gitz,
演讲题目：除了气候还有什么正在发生改变，我们又应如何适应?
演讲嘉宾：
• 杨宇明，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林业科学院教授

中国丛生竹栽培技术与综合开发
•
16:00- 17:00

世界自然基金会森林实践负责人 Alistair Monument

为自然和人的森林景观
•

IndoBamboo /环境竹子基金会创始人 Arief Rabik

在 1000 个竹村中树立信任的倡议
•

ICRAF FTA 生计旗舰项目负责人、首席科学家 Fergus Sinclair

竹子小农生计的可持续集约化
•

东北亚自然保护联盟 CEM 区域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董石奎

基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社区林业管理方法
•

加纳林业研究所（FORIG）所长 Daniel Ofori

加纳的热带可持续森林管理
17:00 – 17:30

研讨环节：主持人 Vincent Gitz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林生态与气候变化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5:45-17: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407）会议室
协办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林学院
联系人： 栾军伟 junweiluan@icbr.ac.cn
开幕式：主持人：国际竹藤中心党委书记刘世荣教授

15:45-16:40

16:45-17:30



致辞嘉宾： John Innes 博士， UBC，林学院长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Bamboo Resources and UBC-ICBR New Initiative



演讲嘉宾：
1. 演讲题目：Bamboo Distribution and Perdit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演讲嘉宾： Tongli Wang 博士, UBC，林学助理教授
2. 演讲题目：Bamboo Species and Management
演讲嘉宾： Yulong Ding 博士,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3. 演讲题目：Bamboo Utilization and livelihood application
演讲嘉宾：ICBR
4. 演讲题目：Bamboo Panel and New Materials
演讲嘉宾： Greg Smith 博士, UBC，林学教授
5. 演讲题目：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Bamboo forest
演讲嘉宾： Naishen Liang 博士, 日本环境研究所教授
6. 演讲题目：Rattan ecology
演讲嘉宾：马来西亚演讲者
7. 演讲题目：Bamboo evolution
演讲嘉宾： Kunfang Cao 博士, 广西大学教授
8. 演讲题目：Bamboo forest ecosystem long-term research station network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or The consequences of bamboo
expansion on litter decomposition and their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演讲嘉宾：栾军伟博士, 国际竹藤中心副教授
9. 演讲题目：Extreme event and bamboo forest
演讲嘉宾：Benzhi Zhou 博士, 中国林科院教授
10. 演讲题目：Bamboo physiology
演讲嘉宾： Ping Zhao 博士, 中国科学院教授
11. 演讲题目：Bamboo forest soil carbon
演讲嘉宾： Xinzhang Song 博士,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会议总结：
Guangyu Wang 博士,UBC 林学副院长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森林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竹子应用
 时间：2018 年 6 月 26 日 11:00-12:30，星期二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b 会议室
 协办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国际竹藤中心
 联系人： 夏恩龙 xiaenlong@icbr.ac.cn

11:00 - 11:15

11:15 - 12:30

开幕式：主持人（国际竹藤中心副主任陈瑞国）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中心副主任陈瑞国
 演讲嘉宾：葡萄牙里斯本大学 Pedro Arsenio 教授
 演讲嘉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王成研究员
演讲题目：中国森林城市规划理念与竹子景观展示

研讨环节：主持人（北京林业大学张志强教授）
 嘉宾：
 国际竹藤中心竹藤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副研究员 蔡春菊
 巴西 APROBAMBOO 执行秘书 Vitor Marçal
 北京林业大学张志强教授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欧城市林业合作何友均研究员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饭山贤治
会议总结：主持人（北京林业大学张志强教授）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设计的力量：竹建筑和竹乡的发展之路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9:00-10:3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国际竹藤组织、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ASCE）、湖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
学、罗马大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可为 kwliu@inbar.int ；李智 zhi.li@njtech.edu.cn
09:00 – 09:20

主持人及主旨演讲嘉宾：
葛千涛，上海春天国际艺术沙龙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题目：乡土再造，艺术介入的力量
研讨环节主持人：葛千涛



09:20 – 10:40





Mauricio Cardenas Laverde, 意大利 Cardenas Conscious 设计工作室首席执行官
演讲题目：设计作为竹建筑创新的主要工具（英文演讲）
曾伟人, 安吉江南竹子研究設計中心主任
演讲题目：圆竹结构与应用
刘占忠，昆明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演讲题目：竹建筑与乡村实践应用——中国沧源佤族文化生态村案例
欧阳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成都景观规划设计公司总经理
演讲题目：基于竹编工艺的景观设计体系研究——林盘庄园景观设计案例
孟宪川，南京大学助理教授
演讲题目：竹构建筑小议，从圆竹走向工业化竹材

讨论环节（30 分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建筑市场：企业家视角中的现状、趋势和挑战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协办方：国际竹藤组织、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南京工业大学、美国土木工程
师学会（ASCE）、湖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南加州大
学、罗马大学、卡拉布里亚地中海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可为 kwliu@inbar.int ；李智 zhi.li@njtech.edu.cn

11:00 – 11:20

主持人及主旨演讲嘉宾：
林海，杭州达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题目：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家精神
研讨环节主持人：林海




11:20 – 12:50




薛志诚, 湖南桃花江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题目：竹建筑材料及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适应潜力：中国雄安新区案例
蔡卫, 安吉竹境竹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题目：设计引导下的圆竹创新应用
熊振华, 赣州森泰竹木有限公司总经理
演讲题目：我们的选择：竹子的秘密和乐趣
王忠, 洪雅竹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题目：竹钢——竹材应用的新时代
吕志道, 永一格文旅创意产业集团董事长
演讲题目：当代建筑与竹子的应用——2015 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麦浪”案
例研究

讨论环节（30 分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材复合材料——前进的道路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45，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B 会议室

•

联系人： Joshi Gaurav gjoshi@inbar.int
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11:00 - 11:15

开幕式致辞和主讲人: B N Mohanty 博士，印度环境林业气候变化部下属印度胶
合板行业研究培训学院(IPIRTI)主任，
主持人 印度胶合板行业研究培训学院主任，B N Mohanty 博士
演讲嘉宾（每人 8 分钟）：
•

Felix Bock，加拿大 ChopValue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有关回收本地废料竹筷子制作竹复合材料的调研
•

Romildo D. Toledo Filho，中巴中心主任、巴西非传统材料和技术协会主
席

11:15 - 11:55

竹子、蔬菜纤维、生物聚合材料在生物基建筑材料中的应用潜力
•

Eduardo Trujillo，哥伦比亚竹纤维公司联合创始人

长竹纤维在优质复合材料加固中的应用
•

Sean Steed，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改变气候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生物环氧树脂在竹设计中的应用
•

Mateo Gutierrez Gonzalez，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员

竹建筑防火设计 – 升温后的力学性能
研讨环节主持人：David M. Knight 美国 Resource Fiber 公司首席执行官
嘉宾：

12:00-12:45

•

IPIRTI 主任 B N Mohanty 博士

•

加拿大 ChopValue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Felix Bock

•

中巴中心主任、巴西非传统材料和技术协会主席 Romildo D. Toledo Filho

•

哥伦比亚竹纤维公司联合创始人 Eduardo Trujillo，

•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改变气候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Sean Steed

•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员 Mateo Gutierrez Gonzalez

问答环节和会议总结 主持人 David M. Knight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通过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促进竹藤的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25，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A 会议室

•

协办方： 国际可持续标准联盟(ISEAL)

•

联系人：Rene Kaam, rkaam@inbar.int, +86-10-64706272
Kepu Wang, kpwang@inbar.int
开幕式

11:00 - 11:15

演讲嘉宾：
•

Joshua Wickerham（ISEAL 政策与推广部）

可靠的标准在不断发展的可持续竹藤市场中的作用
研讨及问答环节：主持人：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与水资源部主管 Eduardo
Mansur 先生
演讲嘉宾：
•

Kim Carstensen（FSC）

竹林自然资源认证的机遇与挑战—FSC 的经验
11:15 - 12:05

•

Ben Gunneberg（PEFC）

认证对竹子种植园和天然竹子林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
宜家代表 林业经理 Tai Wen 竹藤自然资源及产品的认证是由消费者还是销
•
•

12:05-12:25

售者驱动？认证对竹藤贸易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宜家的经验
Andre de Freitas (SAN)
竹子认证对当地赋权的作用：竹子应当认证为农作物还是森林产品？
Hubert de Bonafos (e-Audit Info Technology)
竹藤产业的机遇

问答环节
主持人：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与水资源部主管 Eduardo Mansur 先生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生态系统总值（GEP）理念与竹藤资源价值核算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11:00-12:30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B 会议室

•

协办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

会议语言：中英文

• 联系人：李艳霞 yxli@inbar.int ，侯博 bo.hou@iucn.org
14:00 - 14:33
开场：主持人——Mark Halle，高级研究员，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
•

致辞——朱春全，IUCN 驻华代表

•

GEP 介绍及在中国的案例研究
——欧阳志云，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

自然资本核算的国际经验分享
——Mark Gough，自然资本联盟执行主任

14:33 - 15:30

专家研讨：主持人—— Mark Halle
•

Mark Gough 先生

•

欧阳志云教授

•

戴广翠女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

朱春全博士

•

Neville Ash 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检测中心主任

总结发言——Mark Halle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企业家论坛：竹设计与竹家居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7 会议室

•

协办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

联系人： Saurabh Upadhyay, supadhyay@inbar.int
开幕式：
致辞嘉宾：

11:00 - 11:10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办公室副总代表马先生

•

“清庭”公司设计石大宇（Jeff Shi）

研讨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嘉宾：

11:15 - 12:30

•

Safaverdi Giafar – 宜家

•

林海—中国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Felix Bock – 加拿大 ChopValue 公司

•

Meng Bing Bo – 中国亚洲竹藤博览园

•

Munir Vanhanvati – 澳大利亚 Giant Grass 公司

•

Hao Dang – 越南 Grass 公司 (TBC)

•

Juan Felipe Enriquez — 厄瓜多尔 Reino Design 公司

会议总结：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费翰思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标准国际化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B 会议室

•

协办方：ISO/TC296、国际竹藤中心

•

联系人： 方长华，Cfang@icbr.ac.cn; 15201558178；

余雁，13911735180，yuyan9812@icbr.ac.cn
11:00 - 11:05

开幕式：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方长华博士
研讨环节：
主持：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方长华博士
1、赵竞一女士，ISO ∕TC296 秘书处秘书助理
题目：ISO ∕TC296 介绍
2、Karnita yuniarti 研究员，印度尼西亚林产品研究与开发中心

11:15 - 12:30

题目：东盟国家的竹藤标准发展现状及国际化思考
3、刘贤淼副研究员，国际竹藤中心
题目：中国竹藤产品的标准化及国际化思考
4、Abel Olajide Olorunnisola 教授，尼日利亚 Ibadan 大学
题目：非洲地区竹藤产业发展及标准化
会议总结：国际竹藤中心副研究员方长华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加勒比海地区竹产业发展与生计改善
•

时间： 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 - 12:30 ，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B 会议室

•

联系人：Pablo Já come ，pjacome@inbar.int

11:00 - 12:15

开幕式与研讨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协调员 Pablo
Já come
•

演讲嘉宾：哥伦比亚竹业协会主席 Ximena Londoño 女士

演讲题目：民间组织在哥伦比亚竹子相关法规制定中的作用
•

演讲嘉宾：巴西 APROBAMBU 总裁 Guilherme Korte 先生

演讲题目：APROBAMBU 在巴西竹业发展中的作用
•

演讲嘉宾：厄瓜多尔竹子圆桌会议技术秘书费利佩·贾马先生

演讲题目：竹子圆桌会议：公共部门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空间 - 经验教
训
•

演讲嘉宾：秘鲁皮乌拉竹子圆桌会议副主席理查德·内拉先生

演讲题目：地方制定竹子相关法规应对气候变化
•

演讲嘉宾：墨西哥 Bamboo Asociation 公司总裁 Hormilson Cruz Rios 先生

演讲题目：墨西哥竹产业前景
12:15 - 12:30

问答环节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资源保护和绿色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14:00-15: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A 会议室

•

联系人： 黄姝雅 hsy@cbcgdf.org
开幕式：杨焕明：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理事长
•

致辞嘉宾：胡德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央
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

11:00 – 12:30

•

演讲嘉宾：费翰思，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

•

演讲嘉宾（网络视频）：Nora Bateson，罗马俱乐部成员、屡获殊荣的电影
制片人，作家和教育家

•

演讲嘉宾：王小平， 北京林学会理事长

•

演讲嘉宾：Eduardo Mansur，世界粮农组织土地与水资源部主任（待定）

主持：杨焕明：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理事长
•

演讲嘉宾： 王之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协调员

•

演讲嘉宾： Fred Dubee，联合国前高级参赞、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前高级
顾问）

14:00 - 15:30

•

演讲嘉宾： 卢思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中国区总干事

•

演讲嘉宾（TBC）： Scott Perki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自然资
源部门高级负责人

研讨环节：杨焕明主持
•

嘉宾：胡德平，卫星，王之佳，王小平，卢思骋，Fred Dubee

会议总结：周晋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国际竹工业设计发展论坛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3A 会议室

•

协办方：永安市人民政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永安竹产业研究院

•

联系人：刘洋
联系电话：18650971248
联系邮箱：290673325@ qq.com
开幕式：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于历战）

11:00 - 11:08

•

致辞嘉宾：永安市领导

专题演讲：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于历战）
•

《竹业设计如何面对共享问题》
主讲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柳冠中

•

《国际竹产业升级与设计智造》
主讲人：知名美籍华人设计师、设计生活品牌“清庭”创办人暨创意总监

11:08 - 12:08

石大宇
•

《竹与米兰设计周》
主讲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彭亮

12:08-12:30

主题会议问答环节及闭幕：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 于历战）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跨界竹设计——竹产区乡村发展新动能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2B 会议室
 协办方：北京澜湾文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尚朋 18910806251 hmd2007@126.com

11:00 - 11:05

开幕式：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组织代表

演讲阶段
主持人：杨曦沦 北京国信品牌评价科学研究院院长


演讲嘉宾：曾辉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

演讲题目：竹设计的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段绪 目朗国际品牌设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

演讲题目：竹文化在品牌设计上的应用案例


演讲嘉宾：任尚朋 翰盟建筑设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

演讲题目：竹设计在大洞竹制品厂的应用案例


演讲嘉宾：刘文涛 北京澜湾文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EO

演讲题目：竹设计在设计产业链上的跨界应用
11:05 - 12:30



演讲嘉宾：零慧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演讲题目：社会公益组织如何助力竹产区的扶贫工作


演讲嘉宾：江西省武宁县政府代表

演讲题目：竹产区各项发展如何借力竹设计

研讨环节：主持人 杨曦沦 北京国信品牌评价科学研究院院长

会议总结：主持人 杨曦沦 北京国信品牌评价科学研究院院长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藤高效培育与健康经营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3 会议室

•

协办方：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联系人： 童杰洁， claretong80@163.com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副所长汪阳东
•

演讲嘉宾：DKB 主席 Jan Maria Oprins

演讲题目：Bamboo Plantations Managed by Technology
•

演讲嘉宾： 印度竹资源与技术中心 Ramanuja Rao 博士

演讲题目：便携式传播
•

演讲嘉宾：成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管 NAMBI BARATHI

演讲题目：Large Scale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for Propagation of Tropical
Bamboo Speci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lantation

11:00 - 12:30
•

演讲嘉宾：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丁雨龙

演讲题目：方竹类笋用林生态经营
•

演讲嘉宾：西南林业大学 教授 王慷林

演讲题目：中国棕榈藤资源及培育
•

演讲嘉宾：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副研究员 舒金平

演讲题目：中国竹子害虫的发生现状及控制策略
会议总结：主持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副所长汪阳东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青年与竹藤未来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 14:00-15:3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学术报告厅
协办方：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浙江农林大学、ICBR、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机关团
委、首都师范大学
 联系人： 王兰会
1. 开幕式主持：北京林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 张德强
致辞嘉宾：
 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 李雄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方伟
2. 主持人：北林学生代表
3.播放视频（北林介绍）
4. 开场表演：
节目：北林舞蹈
5. TED TALK (PPT 演讲北林)
11:00 - 12:30
6. 研讨环节 1：主持人：北林经管学院 温亚利书记
（6-7 位非洲留学生参与讨论）

主题：非洲竹藤的发展
7. 表演：
ICBR 研究生部 小合唱 《九九八十一》
8. 研讨环节 2：主持人：北林经管学院 温亚利书记
（ICBR+非洲留学生）

主题：中非合作与交流

14:00 - 15:30

9.表演
节目：北林歌曲
1． 主持人：浙江农林大学学生代表
2． 播放视频（浙江农林介绍）
3． 表演：
节目：浙江农林舞蹈
4． TED TALK （PPT 演讲浙江农林）1 位留学生 主题演讲
5． 研讨环节 3：主持人：浙江农林老师代表
主题: 青年能力建设
6． 主题表演/视频
节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直属机关团委 独唱 小背篓
7. 研讨环节 4：主持人：浙江农林老师代表

主题：竹藤未来展望
8. 主题表演：
节目：ICBR 研究生部 咏竹诗歌朗诵（双语）
9. 会议总结（北林+农林老师代表）
10. 表演：
节目：浙江农林大合唱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妇女在竹藤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1:00-12: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6 会议室

•

联系人：Charlotte King cking@inbar.int

11:00 – 11:05
11:05-11:15

开幕式介绍/主持人：中非咨询首席执行官 Hannah Ryder
致辞嘉宾（每人 3 分钟）：
•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项目主管 Julie Broussard

研讨环节：中非咨询首席执行官 Hannah Ryder
嘉宾：
11:15 - 12:30

•

CIFOR 性别协调研究员 Markus Ihalainen

•

Global Bamboo Products Ltd 公司竹炭企业家 Gloria Asare Adu

•

INBAR 项目经理 Durai Jayaraman

•

REFADD 卢旺达国家协调员 Dancilla Mukakamari

•

Kwamoka 农场加工负责人 Janette Poku Akom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绿色交通：竹子自行车和未来
•

时间: 11:00-12:30，6 月 27 日，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215 会议室

•

联系人: Nura Demuyakor, nbdemuyakor@inbar.int

14:00 - 15:00

•

Bernice Dapaah，加纳竹自行车

•

Larry Adamson, 中国成都 Sourcecycles 公司

•

Charlie Du, 中国启迪控股有限公司

•

Bryan McClelland, 菲律宾竹自行车

•

Michael Abadie, 世界竹子机构主席，“Flyboo”竹子飞机样机联合开发
者

15:00-15:30

问答环节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浆纤维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15: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2B 会议室

•

协办方：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

联系人：周骏 zhoujun@vanov.cn

游向英 youxiangying@vanov.cn

开幕式：环龙集团 副董事长 周骏
•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中心 常务副主任 费本华

•

演讲嘉宾：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制浆造纸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 房桂干

演讲题目：竹材全质综合利用技术进展
•

演讲嘉宾：中国造纸研究院 竹纤维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许跃

演讲题目：竹浆纤维在造纸纤维材料中的地位和特点
•

14:00 – 15:30

•

演讲嘉宾：Aristia Hany Wanjaya, Program Manager for Commodities and
Landscapes, IDH, the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演讲题目：Integrating sustainability into the pulp industry in Indonesia: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演讲嘉宾：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忠

演讲题目：竹纤维环保餐具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

演讲嘉宾：环龙集团 副董事长 周骏

演讲题目：本色竹浆纸的开发和运用
研讨环节：斑布产品演示及功能运用
•

嘉宾：环龙新材料营销总监 谢松 、华北大区销售总监郭小恒、KA 部经理
胡鸿淋、kA 部品牌主管曾明玲

会议总结：环龙集团 副董事长 周骏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建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15：3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301A+B 会议室
 联系人： Joshi Gaurav gjoshi@inbar.int
Brian Cohen cbrian@inbar.int
14:00 - 14:15

14:15 - 15:30

主持人及主旨演讲嘉宾:
John Hardy，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绿色学校的联合创始人
研讨环节主持人：Martin Tam，香港 Able Mart Ltd 公司首席执行官

Martin Tam，香港 Able Mart Ltd 公司首席执行官
竹子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

Luke D. Schüette，美国 Altplus / Lamboo 公司执行主任
建筑用工程竹材的结构性能等级

Markus Roselieb，泰国清迈生活建筑创始人
现代竹结构建筑

Arjan van der Vegte，荷兰 MOSO 国际公司经理
工程竹制品在高端建筑中的应用——从装饰材到定制产品

Denamo Addissie，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讲师
可持续发展下传统 Sidama 竹屋的建造

Jaye Irving，澳大利亚 Bare foot 可持续设计公司
生态住宅

刘可为，国际竹藤组织全球竹建筑项目协调员
国际竹藤组织竹建筑工作组——一条促进竹建筑发展的探索之路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材利用创新技术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下午 14:00-15: 30，星期三
•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会议室 303B）
• 协办方：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 联系人：王戈 wangge@icbr.ac.cn 13661285283
14:0 0 - 14:10

开幕式：主持人（国际竹藤中心 研究员 王戈）
•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 研究员 费本华
演讲环节：主持人（国际竹藤中心 研究员 王戈），每位嘉宾大约 15 分钟时间
• 嘉宾：美国木材科学技术协会（SWST）/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教授
Sheldon.Q.S
演讲题目： 3D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for bamboo and
biomass
•

嘉宾：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研究员 于文吉
演讲题目：Bamboo steel-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amboo-based fiber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high performance

•

嘉宾：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教授 Mohammad A. Omary
演讲题目：A Perfect Blend of Bamboo, UNT, and Energy/Environmental Apps of
Superhydrophobic Hybrid Molecular/Biomass Materials

•

嘉宾：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李延军
演讲题目：Research on Bamboo Flattening Technology: An overview

14:10 - 15:30

•

嘉宾：美国德州女子大学（UWT）教授 Manal A. Rawashdeh-Omary

演讲题目：Application of New Synthetic “Green Chemistry” Methods of CopperBased Coordination Polymers as Coatings for Bamboo/Rattan Porous Carbons
•

嘉宾：美国 BioResources 期刊 教授 主编 Martin A. Hubbe
演讲题目：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Bamboo-related Articles in BioResources

•
•

互动环节：嘉宾与观众提问与交流
会议总结：主持人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藤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效益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15:30，星期三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5 会议室
 联系人： Rene Kaam；rkaam@inbar.int, +86-10-64706272;
Kepu Wang； kpwang@inbar.int
开幕式：

14:00 - 14:30

演讲嘉宾：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Dr. Terry Sunderland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Dr. William Baker

棕榈藤有助于增加其价值的多样性及生物属性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中心（ICBR）藤专家马建峰博士

研讨环节：主持人印度喀拉拉森林研究所 E.M. Muralidharan 博士
嘉宾：
 Sreekumar V.B 博士 （KTI, TFR）

世界各地棕榈藤生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 保护藤林的多种益处



Prof. Zhu Zhaohua



印度 Mewar 大学 Chhotetal Chowdhary

中国海南藤业的机遇与挑战
14:30 - 15:20

尼泊尔基于社区的藤制品生产和销售系统



菲律宾洛斯巴诺斯大学 Willie Abasolo 博士
棕榈藤的质量控制 – 从采伐到成品
世界自然基金会 Tam Le Viet



孟加拉国森林研究所 Rafiqul Haider



湄公河地区（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藤林可持续经营与商业模式
孟加拉国农林系统中藤资源潜力及利用现代技术增加价值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 Abel Olajide 博士

藤资源在非洲的利用
15:20 – 15:30

休息

15:30 – 16:00

问答环节主持人：E.M. Muralidharan 博士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企业家论坛：竹藤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15: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7 会议室

•

协办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

联系人： Saurabh Upadhyay, supadhyay@inbar.int n
开幕式

14:00 - 14:20

致辞嘉宾：
•

阿根廷 Eldorado Bambu Maria Emilia Caro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 Zhao Liang

研讨环节：主持人 国际竹藤组织董事、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rk Halle
嘉宾：

14:20 - 15:30

•

美国资源纤维公司 David Knight -

•

墨西哥 Hormilson Cruz

•

中国企业代表（待定）

•

宜家 Safaverdi Giafar

•

英国 Amphibia BASE 公司 Hector Archila（待定）

•

哥伦比亚 FEDEGUADUA 公司 Jorge Augusto Montoya

会议总结：主持人 国际竹藤组织董事、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rk Halle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中国西南地区竹技术创新研究与产业发展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15:30，星期三
 地点：国际会议中心 402B 会议室
 合作伙伴：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 靳伟，15828681869
开幕式：主持人（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郭洪英）




致辞嘉宾：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李智勇
致辞嘉宾：四川省林业厅厅领导
演讲嘉宾：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龙汉利

演讲题目：组建中国西南地区竹科技创新联盟的倡议


演讲嘉宾：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费世民

演讲题目：四川竹产业科技支撑现状与对策

14:00 - 15:30

演讲嘉宾：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喜

演讲题目：贵州省竹产业发展现状及潜力研究


演讲嘉宾：西南林业大学筇竹研究院教授董文渊

演讲题目：珍稀濒危筇竹保护与减贫协同发展研究


演讲嘉宾：四川省长江造林局局长奉正顺

演讲题目：践行两山理论，坚持科技创新，加快推进竹原纤维产业发展


演讲嘉宾：重庆市包黑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包传彬

演讲题目：麻竹高效培育与循环利用


演讲嘉宾：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鹏

演讲题目：西南乡村竹林资源利用与业态发展
会议总结：主持人（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郭洪英）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竹子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应用与展望
•

时间：2018 年 6 月 27 日 14:00 -15:30，星期三

•

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401 会议室

•

联系人：B rian C ohen cbrian@ inbar.int
开幕式：主持人 INBAR TFB4RE 组长 Claudia Daza


印尼清洁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Jaya Wahono

演讲题目：用竹子加速印度尼西亚的农村电气化


Grow More 生物科技公司部门负责人 Nambi Barathi 博士

演讲题目：印度竹能种植园

14:00 - 15:10

SNV 老挝及缅甸部门负责人 Allert van den Ham

演讲题目：向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提供清洁能源


哥伦比亚竹子协会主席 Ximena Londono,

演讲题目：哥伦比亚的可持续竹生物质：服务发展的能源来源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非洲中心副主管 Rocio Diaz-Chavez,

演讲题目：生物能源价值链的可持续性考量


全球竹制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Gloria Asare Adu

演讲题目：加纳木炭生产与需求
15:10 - 15:30

研讨环节：主持人 Claudia Daza

主题研讨会
主题研讨会: 竹炭产业的现状及前景

•

时间: 2018 年 6 月 27 日，周三 14:00-15:30

•

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303A 会议室

•

协办方: ISO/TC 296 竹炭专家委员会

•

支持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中心

•

联系人: Wei Jin, wjin@inbar.int

14:00-14:10

开幕致辞，主持人: 张文标教授，浙江农林大学

主持人: 张文标教授，浙江农林大学


奈良炭化工业有限公司玉川甲泰董事长、京都大学张敏教授

日本竹炭、活性炭和竹醋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14:10-14:50



浙江大学盛奎川教授

中国竹炭砖生产技术和市场


浙江农林大学张文标教授

中国竹炭、竹炭活性炭和竹醋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国际竹炭标准（ISO）
的发展演变

讨论环节：主持人: 张文标教授，浙江农林大学
话题：竹炭核心技术、应用、市场和标准等话题
专家学者:
14:50-15:30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张文标



京都大学教授张敏



奈良碳化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玉川甲泰



浙江大学教授盛奎川



浙江大学教授张玺铭



中日贸易公司董事长董金川

会务手册
CONGRESS HANDBOOK

竹藤产品、技术和文化展览展示会
为充分利用大会平台，全方位展示世界竹藤产业发展成就及文化特色，大会同期举办竹藤产品和技术展览会。展览汇
集国内外竹藤领域的优质产品、技术及多元文化，以竹藤技术应用和产品的展示营造文化氛围，体现竹藤与人类生产和生
活之间的密切关联。

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展
亚太馆：一栋具有东南亚风情的竹结构小屋，屋檐上

美洲馆：典型拉美风格的二层竹屋轻盈伫立，土著民

装置有优雅的竹制灯笼，信步庭院时竹影婆娑，充分展示出

族竹制乐器和竹藤工艺品琳琅满目，于竹乐曲中体验拉美原

源远流长的亚洲竹材利用及竹文化历史。

生态，于竹风情中感受拉美民族舞。

非洲馆：主 体 建 筑 是 原 汁 原 味 的 埃 塞 俄 比 亚 传 统

东道国馆：竹藤元素在建筑主体及装置装饰中的广泛

竹屋 Sidama，纯朴天然。地道的非洲木琴、民族面

应用将竹藤技术、深厚文化与悠久历史融为一体，竹子在建

具有序陈列，展览期间还能欣赏到非洲旋律的手鼓表

筑中的应用，竹书画、竹乐器、竹灯笼丰富多彩的陈列，充

演。

分展示东道国竹藤产业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竹藤产品展
竹藤，特别是竹，用途广泛、产品多样，从竹篱

能 工 业 材 料 ，融 入 风 电 叶 片 。竹 叶 片 重 量 轻 、成 本 低 、

到竹屋，从竹笋到竹筷，从板材到竹家具，从日用品

可回收再利用、结构安全可靠，同时有制造能耗低、

到纺织品，从竹林到竹海，竹藤资源为人类提供了数

节能环保、降低碳排放的社会优势。

以万计的生产和生活用品。竹藤产品，特别是竹子生

竹缠绕管道：竹 缠 绕 复 合 材 料 是 以 竹 子 为 基 材 ， 以

长快、可再生的天然特点使其成为备受青睐的资源和

树脂为胶黏剂，采用缠绕工艺加工成型的新型生物基

用材，为竹藤产区人民的生计改善和生活环境发挥了

材料，可用于生产制造成压力管道、管廊、容器、大

不可或缺的作用。

型 储 罐 、运 输 工 具 壳 体（ 高 铁 车 厢 、飞 机 机 身 、船 只 ）、

竹风电叶片：充 分 发 挥 竹 材 强 度 高 、 模 量 大 、 密 度
低的优点，以竹材作为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的结构主

军工装备等产品，能大幅度减少钢材、塑料和玻璃纤
维等传统高能耗材料的使用。

材，通过特殊工艺优化处理，完美地将竹材作为高性

中国竹工艺品展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余名竹艺大师的精品佳作和

极 薄 的 青 皮 雕 刻 的 留 青 雕 ，竹 制 器 物 上 雕 刻 装 饰 图 案 、

黄学敏大师等 80 余名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文字等的竹雕竹刻，利用竹根天然形态制成极具艺术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成名作展，全力

感的竹根雕，奇思巧艺的传统竹工艺品和竹制家具等

打造的顶级竹艺精品盛会。

竹产品，自然工艺中尽显质朴高雅。

展品有用竹条篾片编成的工艺竹编，用竹子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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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AR 成员国图片展
本次摄影图片展通过展示国际竹藤组织分布于亚非拉

活中的多种应用，增加对竹的喜爱，鼓励大众更多地创造、

竹产区成员国的竹摄影图片，展示竹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

使用竹产品，保护森林资源和地球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

的密切关系，以及竹对当地生态、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

消费，实现绿色经济。

发展的重要意义。希望观众通过图片了解竹在全球生产生

中国“美丽竹乡”优秀摄影作品展
“美丽竹乡”摄影展是 2018 世界竹藤大会的系列活

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作用，展示青青翠竹这一乡村振兴中一

动之一，是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摄影展作品从不同角

道靓丽风景线。希望通过本次摄影展，让更多朋友了解中

度反应中国竹乡的自然美、人文美，以精彩的画面展现竹

国的竹文化和竹产业，加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竹业领

子在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发展、竹区生计改善等方面

域的交流与合作。

竹藤学术论文摘要展
为促进竹藤领域学术交流，大会组织竹藤领域专家

改善、竹生物质能源、土地与林地恢复、竹建筑等领域

和研究人员提交竹藤学术论文摘要，并以海报张贴形式

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藤资源保护与开发，以及竹藤

在大会期间展出。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 200 余篇，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技术创新与政策发展研究成

最终遴选出 70 余篇进行展示。墙报主题涉及竹区生计

果，以推进全球竹藤产业的信息交流与分享。

公共活动展
五洲协同：国 内 外 竹 藤 名 匠 展 示 竹 藤 文 化 与 竹 藤 创
作技艺。
六艺同呈：由中国知名竹艺匠人以竹为原料展示竹编、
竹刻等六种艺术创作，展示精湛技艺、领略竹工艺之魅力。
十代相承：上 世 纪 4 0 年 代 至 本 世 纪 1 0 年 代 的 中

“小小竹藤 大大梦想”艺术涂鸦：北京汇文中学
组织中小学生参与创作与展演，鼓励青少年对竹藤文
化艺术的探索和传承。
竹藤产品和技术展览会不仅为参会者展示竹藤的
优质特性，同时为参会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竹藤文化体

国竹编匠人表演竹工艺代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体现竹

验 活 动 和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契 机 。竹 藤 产 品 和 技 术 展 览 会 ，

藤工艺的传承、弘扬与创新。

衷心欢迎社会各界的到来，期待与您相遇。

竹藤科技成果展
竹藤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日新月异、硕果

立现代化的国际竹藤科技信息网络等方面取得了卓越

累累。以国际竹藤中心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在竹藤生物

成就。国际竹藤中心还和国际竹藤组织合作在中国青

技术、材性及加工利用、建立世界竹藤基因库、开展

岛、黄山太平、三亚建立了竹藤种质资源基地。这些

有关竹藤资源保护、培育、制定和组织实施国际竹藤

重要的科技成果将在大会展览中呈现。

科学研究战略、开发推广高效竹藤综合利用技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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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合作伙伴及参会机构
国际合作伙伴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组织（APF net）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研究所
中方合作伙伴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组织（APF net）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AWF）

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组织（GDSA）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

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中非森林委员会（COMIFAC）

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政府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

非洲妇女可持续发展网络

云南省沧源县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荷兰外交部

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

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林水局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

罗马俱乐部

中国竹产业协会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荷兰开发署（SNV）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

中国林业机械协会

森林、树木和农林业项目（FTA）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中国造纸协会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中国花卉协会

紫竹院公园

世界科学技术创新大会（GSTIC）

印度尼西亚清洁能源（Clean Power Indonesia）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中国森林认证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日本大和生物研究所

中国林学会

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

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UNIDO）

加纳林业研究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非洲农业研究论坛（FARA）

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

印度尼西亚家具和手工业协会

中国林学会竹藤资源利用分会

西南林业大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肯尼亚林业研究院（KEFRI）

西南科技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印度克拉拉林业研究所

浙江农林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联盟（ISEAL Alliance）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北京林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

中国绿色时报社

湖南大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意大利罗马大学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联合国人居署

日本东京大学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首都师范大学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美国南加州大学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联合国妇女署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浙江宁波兴达炭业有限公司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清华大学启迪清洁能源集团

浙江佶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 东盟中心

宜家家居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富来森中竹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

荷兰 MOSO 公司

北京国际园艺展览协调局

浙江旺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界竹子组织（WBO）

比利时 OPRINS 公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云南大不同民族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世界海关组织（WCO）

美国 AltPlus 公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北京澜湾文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世界未来委员会（WFC）

美国 Ecoplanet Bamboo 公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浙江笙炭控股有限公司

保护国际基金会（CI）

加纳全球竹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南京先进竹基材料与结构研究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加纳竹制自行车项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研究所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红熊猫联盟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北京汇文中学

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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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媒体
人民日报

CCTV 少儿频道

新华社

世界竹藤通讯

中央电视台

南方都市报

光明日报

中华合作时报

中国日报

中非杂志

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外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第一财经日报

农民日报

中国气象报

经济日报

凤凰网

人民政协报

国际在线

法制日报

国土绿化

科技日报

财新周刊

中新社

中国摄影报

环球时报

消费日报

人民画报

南华早报

中国改革报

澳门法治报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东盟杂志

中国绿色时报

今日头条

中国工业报

搜狐

中国经营报

腾讯

中国妇女报

新浪

中国科学报

四川日报

中国经济导报

四川经济日报

中国产经新闻报

三明日报社

中国企业报

三明市广播电视台

工人日报

永安市广播电视台

中国报道

眉山日报

新京报

眉山广播电视台

香港文汇报

宜宾晚报

北京电视台

宜宾日报

世界中国杂志

宜宾广播电视台

CCTV-7 绿色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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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服务
会议场地
2018 国际竹藤大会将于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
紧邻鸟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地铁 8 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去城市中心，机场和北京站非常方便，更多信息请查看网
站 http://www.cnccchina.com。

主会场

1 楼大宴会厅 B+C

分会场

2-4 楼会议室

展览和海报展示

1 楼南大堂、1 楼大礼堂 A、3-4 楼南序厅

注意事项：
1. 国家会议中心为无烟场所，请勿携带打火机进入会场。
2.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品。
3. 请凭个人有效证件（身份证）在注册台领取同传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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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平面图：

1F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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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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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注册
1. 为方便代表入会，世界竹藤大会特设机场接机服务：
大会安排 6 月 24 日 8:00-20:00 在首都机场提供整点大巴接机服务（至国家会议中心）。
接机服务联系人：陈丽丽 13552685010
接机牌示意图：

如果未能乘上大会提供的机场接机大巴，也可以乘机场快轨再转地铁或者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到达。
2. 6 月 24 日，大会提供推荐酒店及会场的往返接送服务，推荐酒店列表已列出。6 月 25-27 日，大会提供推荐酒店
及会场间的早晚接送服务，具体时间见酒店到国家会议中心班车信息。
3. 6 月 28 日，大会提供 8:00，10:00，12:00 及 14:00 的指定酒店大巴送机服务。

机场快轨
北京地铁机场线由二环东直门站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站，大部分路段与机场高速重叠，
共设 4 座车站和 1 座车厂，线路标识色为银灰色，于 2008 年 7 月 19 日全线开通。特别提示：本条线路单一票价 25 元，
单独计价。

地铁：
共计 15 条线路，单程票价 3-9 元不等，运营时间为早 5:30- 晚 11 点。车票可在人工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机购买。

出租车：
基本标准：3 公里以内收费 13 元，基本单价 2.3 元 /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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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推荐酒店
1、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
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作为国家会议中心的配套酒店，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是一家崭新的高标准高星级商
务酒店。酒店与国家会议中心相连，步行仅需三分钟。
酒店网址：http://www.cnccgrandhotel.com/cn/index.html
联系电话：010-84372008-72471
2、北京五洲大酒店
北京五洲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坐拥亚奥商圈，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配套酒店，十分舒适、便捷。
酒店网址：http://www.bcghotel.com
联系电话：010-84980105
3、北辰汇园贵宾楼
贵宾楼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配备 162 套客房，分标准层和常住层，格调高贵豪华、温馨舒适。拥有高雅华贵、环境优
雅的餐厅，风格独特，体现绿色设计概念。
酒店网址：http://www.huiyuangongyu.com.cn
联系电话：010-64991233
4、北辰亚运村酒店
亚运村宾馆位于著名的北京亚运村内，紧邻鸟巢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亚运村宾馆拥有 A、B、C 三座楼宇，
共有客房 501 套，户型有一室标间、一室套间、两室套间，可满足顾客的不同用房需求，如：商务散客、会展、旅游团队
下榻等等。
酒店网址：http://www.huiyuangongyu.com.cn/
联系电话：010-64991233

会议注册

注册台设在会议
中心大堂 E-F 区（请
从 C2 口进入会场）

97

会务手册
CONGRESS HANDBOOK

注册开放时间
6 月 24 号 : 08:00-20:00（推荐领取大会材料时间）
6 月 25 号 : 07:30-20:00（请所有参会者于 8:00 前到达会场）
6 月 26 号 : 08:00-20:00
6 月 27 号 : 08:00-20:00

大会材料
当你在注册台注册时，你会收到你的名牌和会议包，领取大会材料。当你到达注册区域，请向工作人员出示你的注册
信息以便他们识别你的身份。学生现场报到需携带学生证或相关证明文件。

会议用餐
1. VIP 午餐（仅限受邀嘉宾）
日期 : 6 月 25-27 日
时间 : 12:30-14:00
地址 : 1 楼多功能厅 A+B
注意：请根据午餐券上注明地址到用餐地点。用餐时请出 VIP 示餐券进入用餐地点。
2. 午餐（代表凭午餐券领取）
日期 : 6 月 25-27 日
时间 : 12:30-14:00
地址 : 三层回廊咖啡
注意：请根据午餐券上注明地址到用餐地点。用餐时请出示午餐券。
3. 会议晚宴（仅限持晚宴请柬嘉宾）
日期：周一至周三，6 月 25-27 日
时间：18:00-20:30（6 月 25 日），18:00-20:00（6 月 26 日），17:30-19:30（6 月 27 日）
地址 : 1 楼大宴会厅 B+C
注意：请根据一层的指示牌到用餐地点。用餐时请出晚宴请柬进入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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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
国家会议中心提供高速互联网连接。无线网络信号覆盖了整个 CNCC，包括所有的公共区域、展览厅和会议室。它是
免费的，可在会场内的所有会议室和展览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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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到国家会议中心班车信息
班车时刻表

时期

事项

早

6 月 25 日

时间

发车地点

7:00

国际竹藤大厦

7:30

五洲大酒店

7:30

亚运村宾馆

7:30

汇园公寓贵宾楼

7:00

国林宾馆

20:00
晚

20:00
20:00

国家会议中心

6 月 26 日

国际竹藤大厦

7:30

五洲大酒店

7:30

亚运村宾馆

7:30

汇园公寓贵宾楼

7:00

国林宾馆

20:00
晚

20:00
20:00

6 月 27 日

国家会议中心

7:00

国际竹藤大厦

7:30

五洲大酒店

7:30

亚运村宾馆

7:30

汇园公寓贵宾楼

7:00

国林宾馆

20:00
20:00
20:00

100

国林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 国际竹藤大厦

五洲大酒店

国家会议中心 - 五洲大酒店

亚运村宾馆

国家会议中心 - 亚运村宾馆
国家会议中心 - 汇园公寓贵宾楼
国际竹藤大厦 - 国家会议中心
五洲大酒店 - 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亚运村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汇园公寓贵宾楼 - 国家会议中心
国林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 国际竹藤大厦

五洲大酒店

国家会议中心 - 五洲大酒店

亚运村宾馆

国家会议中心 - 亚运村宾馆
国家会议中心 - 汇园公寓贵宾楼
国际竹藤大厦 - 国家会议中心
五洲大酒店 - 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心

亚运村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汇园公寓贵宾楼 - 国家会议中心
国林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国际竹藤大厦
国家会议中心

亚运村宾馆 - 国家会议中心
汇园公寓贵宾楼 - 国家会议中心

汇园公寓贵宾楼

20:00
晚

国家会议中心

国际竹藤大厦

20:00

早

五洲大酒店 - 国家会议中心

汇园公寓贵宾楼

7:00

路线
国际竹藤大厦 - 国家会议中心

国际竹藤大厦

20:00

早

抵达地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 - 国际竹藤大厦

五洲大酒店

国家会议中心 - 五洲大酒店

亚运村宾馆

国家会议中心 - 亚运村宾馆

汇园公寓贵宾楼

国家会议中心 - 汇园公寓贵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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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信息
1. 货币和银行
中国的通用货币是人民币。中国的银行通常 9:00 开始营业，17:00 停止营业（周一至周日）。在国家会议中心里
面或者附近由许多银行的 ATM 机。大部分信用卡在国内是可以用的，例如：美国运通卡，大来卡，万事达卡。JCB 和
VISA。但我们还是建议您换一些人民币，因为出租车和餐厅只收取人民币。
2. 用电
中国的标准电压是 220V，50 赫兹，AC。插头是三口的，建议你带上你自己的适配器。中国可以使用的插头请查看：
http://electricaloutlet.org/
3. 医疗
正在用药的参会者，最好带足量药物，因为可能在北京买不到您的药物。如果你有重大的病症，请提前通知组织者。
参与者要对自己从医疗服务中获得的费用负责。建议参加者在离开本国之前，获得足够的旅行、健康和意外保险。
对于突发疾病的代表，大会特设紧急医务服务。紧急医务服务设在 2 楼 201 房间。
4. 紧急联系号码
会议代表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请分别不同类型及时拨打如下紧急电话。
警察 : 110
救护车 : 120
火警 : 119
号码查询 : 114
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大会还设立了紧急联系人。
大会紧急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刘清晖：86-13661163471
冯建华：86-13501103995
闫立新：86-13901370528
5. 时区
UTC/GMT +8 hours
6. 天气
北京的 6 月正是炎炎夏日，也是北京旅游旺季的开始。一般来说，6 月的北京通常是晴朗的，白天和黑夜之间仍然有
很大的温差。与 5 月相比，气温有很大的提升。除了雨天，或者冷空气来临，最高气温通常在 30° C (86° F) 以上，请
代表们注意防暑降温。
由于高温和强烈的空气对流，会有更多的降雨，偶尔会有雷暴，但不会持续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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