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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方案 

第十五届国际生物技术论坛 

"RosBioTech-2021 

医学、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创新生物技术 

国际科学和技术合作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 

莫斯科（CCI RF, 6 Ilyinka str.; Huamin Park, 14 Wilhelm Peek str. 

该活动得到了以下方面的支持。 

 俄罗斯联邦联邦议会 

  俄罗斯联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俄罗斯联邦农业部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俄罗斯科学院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 

  国际信息科学、信息处理和技术科学院 

  全国商品生产者和进口商协会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俄罗斯国家委员会 

  俄罗斯生态学会 

             中俄技术大学协会。 

组织者 

 联邦食品系统科学中心 



  莫斯科国立食品生产大学 

举办人 

  InnovationExpo Ltd. 

2021 年 11 月 15 日，周一，论坛博览会第一天 

华铭园, VILGELMA PIKA 大街 14 号 

15:00 – 18:00 第 15 届国际生物技术论坛"RosBioTech-2021"开幕。在医疗健康，食品生产，农业生产

领域用于生物技术生产的技术，产品，设备展工作准备 

论坛第二天，202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  依利尹卡大街 16 

10:00 – 17:00 

华铭园, 

VILGELMA 

PIKA 大街 14

号 

卫生保健、食品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生物技术生产的技术、产品和设备展览。 

第十五届国际生物技术论坛 "RosBioTech-2021"。 

10:00 – 10:30 

俄罗斯联邦

工商会  依利

尹卡大街 16 

第十五届国际生物技术论坛 "RosBioTech-2021 "开幕式 

 

致欢迎词:  

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 

切尔涅申科.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 俄联邦政府副总理 

中国政府代表- 

使馆 () 

陕西要给出确切的信息 

俄罗斯联邦议会: 

马约洛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 俄联邦议会农业食品政策和自然合理使用委员会主

席 

奥尼先科.根纳季.格里戈里耶维奇 — 俄联邦议会国家杜马教育合科学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教授 

俄联邦农业部: 



哈杜夫.扎木布拉特.席兹洛维奇- 农业部第一副部长 

俄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阿法纳谢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尔维奇–俄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俄罗斯科学院: 

东妮克.伊琳娜.米哈伊洛芙娜-  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博

士，教授 

俄联邦工商部 

 

 

莫斯科莫斯科国立食品生产大学: 

巴雷欣.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 校长,经济学博士，教授  

联邦食品系统科学中心 

滋涅佐娃.奥克萨娜.阿列克桑德罗夫纳- 中心总经理，技术科学博士 

莫斯科国立技术与管理大学 

切博塔列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 代理校长，经济学博士，教授 

莫斯科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雇主） 

维诺格拉多夫.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 联合会副主席.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 

洛夫基斯.芝诺.瓦连京诺维奇-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食品科学与实践中心主任，白俄罗

斯荣誉科学家，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 

华铭园 

李峥– 总经理 

俄中丝路创新园 

韩众 – 总经理 

伊朗医学与健康大学（伊朗） 

米扎伊.法扎捏 -医学与健康大学教研主任， 

主持人： 

里斯勤.安德烈.鲍里索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联邦食品系统

研究中心导师，莫斯科食品生产国立大学教研主任，论坛方案委员会主席 

 



10:30 – 12:30 全体会议: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解决现代世界的生物安全问题 

主持人: 

巴雷欣.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 – 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 

別列高威赫.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医学博士，教授 

里斯勤.安德烈.鲍里索维奇-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联邦食品系统

研究中心导师 

列赦托夫.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 医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

医科大学集群肿瘤研究所所长（莫斯科谢切诺夫医科大学） 

尼基丘科.德米特里.鲍里索维奇-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国家预算科学机构“营养

与生物技术联邦研究中心”主任，医学博士，教授。 

发言人:  

古利亚耶夫.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物理和数学博士，教授，俄罗斯

科学院无线电工程和电子研究所的科研主任。 

主讲题目"生物医学任务中的无线电物理学方法"。 

 

БАРАНОВА Анча 巴兰诺娃.安恰 – 生物学博士,  

穆欣克 С., Atlas 生物医学控股公司 

主讲题目"用于调查人类疾病的分子基因测试、生物标志物和方法"。 

 

舍普图诺夫谢尔盖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技术科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设计与技术

信息学研究所所长（ICTI RAS） 

主讲题目 “医学数字化——如何衡量成功？” 

                   “机器人手术中的数字技术”  

 

麦夫罗曼-格里戈里耶维奇(Roman MAEV, 加拿大) -物理和数学科学博士，教授，俄罗

斯科学院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部外籍成员，加拿大温莎大学教授，诊断成像研究所主

任 

主讲题目 "超声诊断在医学中应用的创新研究和发展" 

 

列赦托夫.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 医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立



医科大学集群肿瘤研究所所长（莫斯科谢切诺夫医科大学） 

主讲题目 “头颈部肿瘤的早期诊断” 

 

库德林.康斯坦丁.根纳基耶维奇-俄罗斯联邦国家预算单位，联邦生物医药署科学临床

中心进修学院 

主讲题目 "在早期诊断人类皮肤色素性肿瘤的自动筛选"。 

 

那西列夫斯基.巴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医学副博士，联邦生物医药署科学临床中心

进修学院 

主讲题目"头颈部肿瘤疾病治疗的机器人手术" 

 

讨论 

 

 

 在医疗健康，食品生产，农业生产领域用于生物技术生产的技术，产品，设

备展览工作 

 科学部分的工作 

论坛展圆桌会议工作 

  竞赛委员会审议申请工作。 

 -青年科学家、研究生、发明家、大学生的竞赛 

 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和项目竞赛 

 可应要求举办的专业竞赛 

 根据竞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为获奖者举行颁奖 

 

 

圆桌会议、科学部分和 ROBIOTECH 2021 会议 

时间在后期

注明 论坛第二天 2021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二 



华铭园, VILGELMA PIKA 大街 14 号 

1 第五届国际会议  

"功能食品：开发、生产和消费的科学基础 

 

2 中俄食品问题科学实践会议：创新技术、生物安全、工程 

 可能的讨论主题： 

—  食品原料加工和食品生产的创新技术 

—生产安全和质量有保障的产品。 

—食品和人类健康 

—食品生物技术。酶和微生物制剂以及食品和饲料技术中的生物技术工艺。 

—食品工业、畜牧业和兽医学的原料基地。 

—植物和动物来源的原材料的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学。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生物活性添加剂的病毒卫生评估。 

—与国际卫生法规对食品原料和食品中外来化合物含量的要求保持一致。 

— 动物繁殖方面的科学研究，重点是奶牛繁殖力研究 

— 对中国和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的牛羊种群进行科学研究，为人们提供环保绿色环境 

讨论 

 

3 论坛版块：使用食品组学技术解决营养和饮食问题 

 

 

                                  论坛第三天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三 

华铭园, VILGELMA PIKA 大街 14 号

10:00 – 12:30 论坛版块："现代世界的生态安全：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技术"。 

13-00- 16-00 圆桌会议——“俄罗斯生态学会”正式会员大会 

 



 圆桌会议：纪念玛丽亚-马里扬诺夫娜-卡利尼切娃 "互动设计：生态、文化、营销 

 

 圆桌会议：国际（俄中）科学、技术和工业合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俄罗斯和外国

（中国）公司关于食品出口和进口的商务会议 

主持人: 

里斯勤.安德烈.鲍里索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联邦食品系统研

究中心导师，莫斯科食品生产国立大学教研主任 

 

参与者。 

 

非营利性自治组织 "招商引资和出口支持机构  

出口商和进口商协会 

莫斯科企业家协会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 

商业俄罗斯 

俄罗斯的 OPORA 公司  

阿法纳西-尼基丁协会 

俄罗斯-越南友好协会。 

 俄罗斯-亚洲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  

浙江省科学和技术厅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莫斯科国立食品加工大学 

俄罗斯科学院联邦食品系统研究中心 

全俄大豆研究所 

 

圆桌会议和商务会议的目的是协助俄罗斯和外国出口商寻找合作伙伴，交流在 COVID-19

新冠肺炎条件下国际贸易领域的经验和最新信息，协助外国合作伙伴在俄罗斯的本地化

（特别是在经济特区和自由经济区），参与提供有效实施国家项目 "国际合作和出口"。 

 



 

 

 国际科学与实践研讨会："促进技术创新的伟大丝绸之路：历史、现在、未来" 

主持人: 

列梅加.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欧亚高技术中心主席 

韩众 女士 -中俄丝绸之路创新园代表处负责人 

参加者: 

“一带一路 "项目技术大学协会 

ATURK（俄罗斯和中国技术大学协会） 

高级经济学院 

莫斯科国立技术与管理大学 

荷兰 

白俄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中国孔子学院)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宁波工业大学 

 

13-00-15-00 

 

论坛板块：提高农业质量和安全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 

 论坛板块：受控生物合成方法在工业生物技术中的应用 

 论坛板块：控制冠状病毒流行病的出现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和科学技术问题。 

 论坛板块：中俄关于生物技术领域科技进步转让合作机制圆桌会议 

组织者: 

 

俄中技术大学协会 

中国国家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主持人: 

科尔书诺夫谢尔盖瓦列里耶维奇-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副校长 

 



 

 论坛板块：中俄肉类工业科技创新与发展座谈会 

 关于食品和加工行业数字化的国际科学实践会议 

 圆桌会议“疫情的后果——结果和结论：经济、医学、伦理问题” 

 论坛版块: 俄中在免疫治疗和精准医学领域的联合研究 

11 30- 12-30 总结第十五届国际生物技术论坛 "RosBioTech-2021 "的成果，为获奖者颁奖，嘉奖 

发言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俄罗斯农业部 

俄罗斯科学院 

质量问题研究院 

主持人:  

里斯勤.安德烈.鲍里索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联邦食品系统研究

中心导师，莫斯科食品生产国立大学教研主任，论坛方案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