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贺州
首届世界长寿高峰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

一、大会背景

（一）党和国家对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

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

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努力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老龄化趋势难逆转，中国将成为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联合国2017年发布《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很难

逆转，中国到2050年，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

国家。

（三）广西贺州依托园博园，全面打造“世界长寿市”的城市形象

广西贺州以“生态贺州 长寿胜地”为主题，以“山水贺寿，诗意乡愁”为

理念，发掘贺州长寿文化、千年古镇文化和乡愁文化，融合生态共生、健康共享、

文化共荣的新理念，以贺州园博园为依托，全面打造“世界长寿市”的城市形象。

二、大会简介

（一）大会名称

广西·贺州“首届世界长寿高峰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

（二）大会主题

打造长寿城市品牌 推进生命科学应用 促进人类健康长寿

（三）大会特色

1、全球视野、邀请联合国等机构参与搭建活动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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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办首次世界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的高端长寿论坛；

3、发布联合国邮票：《世界长寿城市：中国贺州》。

（四）大会目标

1、打造贺州“世界长寿城市名片”；

2、建设贺州“世界长寿高峰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永久地址”；

3、提升贺州“世界长寿之都影响力”；

4、塑造贺州“世界长寿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

5、建设贺州“世界长寿产业科技文化融合发展高地”；

6、打造贺州“世界长寿产业博览会展中心”；

7、打造贺州“世界长寿文化节庆举办中心”；

8、打造贺州“世界生态养老基地”；

9、推进贺州“世界长寿城市经验的国际分享与交流平台”；

10、建设贺州“世界养生长寿城市综合体”；

11、拟按照每年举办一次的频率举办活动。

三、大会组织架构

（一）指导单位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二）主办单位

贺州市人民政府

（三）承办单位

贺州市卫健委

北京信达天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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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邀嘉宾

（一）重要嘉宾35人

1、前政要：潘基文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2、诺贝尔奖获得者

（1） ThomasC.Sudhof（美籍），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

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

（2） QiweiSun（美籍），ThomasC.Sudhof先生助理

（3）迈克尔·莱维特（美籍），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

（4） ShuyunXu（美籍），迈克尔·莱维特先生翻译、助理

3、中国籍院士

（1）赵玉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生物科技专家

（2）柯杨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

（3）杨胜利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关基因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4、北京领导

（1）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

（2）官景辉 中宣部原秘书长

（3）何界生 卫生部原常务副部长

（4）赵进军 原外交部部长助理、驻法国前大使

（5）黄中平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6）胡小蒙 国家卫健委司长

5、联合国（驻华）官员

（1）沙祖康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2）何安瑞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代表

（3）初薇薇联合国邮政局驻亚太地区代表

（二）健康类龙头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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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 恒 人民国肽集团董事局主席

2、游志郎玛 雅森林国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3、张来兴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副董事长

4、王贵平 同仁堂集团董事长

5、宗馥莉 娃哈哈集团宏胜饮料集团总裁

6、张美峰 上海莱玉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7、潘昭先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主席

8、张 兵 烟台隆基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总裁

9、张文旗 恩施润邦国际富硒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0、王晋佳 上海雏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三）北京媒体记者

1、李文杰中央台（电视台）

2、魏帮军中央台（广播）

3、扬雪人民政协报

4、马常艳中国经济网

5、单璐中新社

6、李培刚、陈琦中国网

7、张琼斯新华社

8、沈凡财经新闻

9、陆-敏经济日报

10、李晨赫中青报

11、刘云中组报

12、王亮中国气象报

13、吴勇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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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长寿高峰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
2019年7月11日贺州

时间

全天

流程

报到

内容

中外专家代表、嘉宾全天报到

入住 东融山庄（园博园）

2019年7月12日贺州

14、唐启月中国改革报

15、王春燕中国社会科学报

16、黄蓓中国中医药报

17、周官正光明日报

18、刘慧经济时报

19、李钦振中国纪检监察报

20、张珊珊人民日报

（四）自治区、市本级领导220人

五、大会议程

时间

9:00-9:20

9:20-9:30

9:30-9:40

流程

大会开始

播放宣传片

领导致欢迎词

内容

主持人宣布开始，奏国歌、介绍主要出席贵宾

《世界长寿城市：中国贺州》

贺州市委市政府领导

9:40-9:45 领导致辞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待定）

9:45-9:50 宣布开幕并致辞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沙祖康

9:50-10:00 宣读贺词 联合国等有关权威机构的贺词

10:00-10:05 领导讲话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

10:05-10:10 领导讲话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代表何安瑞

10:10-10:15 领导讲话 外交部原部长助理赵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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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20 领导讲话 中宣部原秘书长官景辉

10:20-10:25 领导讲话 卫生部原副部长何界生

10:25-10:30 嘉宾发言 生命科学家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

10:30-10:40 嘉宾发言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中平

10:40-10:45 指导单位致辞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

10:45-10:50 承办单位发言 贺州卫健委领导

长寿养生健康产业代表、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董事
10:50-10:55

10:55-11:00

11:00-11:30

嘉宾发言

战略合作伙伴单

位发言

邮票发布

长释延豹

战略合作伙伴单位代表

联合国邮票《世界长寿城市：中国贺州》

联合国邮政总局代表初薇薇

11:30-13:00

13：00-14:00

午餐 潘基文及主要贵宾与省市领导

午休

14:00-14:30 会见合影
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及

重要贵宾与省市领导、企业家代表

14:30-14:40 启动仪式
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及

省市领导

14:40-15:00 主题致辞 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对话主题：《人类长寿与生命科学》

中国院士3名：

15:00-15:45 科学家论坛对话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科技专家赵玉芬

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常务

副校长柯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

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胜利

外国诺贝尔奖获得者2名：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

斯坦福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ThomasC.Sudhof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

皇家学会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

尔·莱维特

贺州市政府代表参与对话

结合贺州情况，对话贺州打造世界长寿城市的战略思路

对话主题：《人类长寿与生命科学产业发展趋势》

拟选企业家10名：

人民国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恒

玛雅森林国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游志郎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副董事长张来兴

同仁堂集团董事长王贵平

15:45-16:30

健康产业龙头企

业与科学家论坛

对话

娃哈哈集团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

上海莱玉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美峰

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主席潘昭先

烟台隆基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总裁张兵

恩施润邦国际富硒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旗

上海雏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王晋佳

中国院士3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科技专家赵玉芬

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常务

副校长柯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癌基因及相

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胜利

外国诺贝尔奖获得者2名：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

斯坦福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ThomasC.Sudhof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

皇家学会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迈克

尔·莱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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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政府代表参与对话

结合贺州情况，对话贺州打造世界长寿城市的具体措施

贺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大会主办方领导、科学家以及健

16:30-17:00 媒体见面会 康产业嘉宾代表与媒体见面，回答媒体相关问题、接受

专题采访

17:30-20:00 晚宴
晚宴暨《为人民歌唱-走进贺州》文艺演出

2019年7月13日贺州

时间

全天

流程

浏览

内容

参会贵宾游览世界长寿城市贺州、离会

领袖的品格 •潘基文桂林主题早餐会

019年7月12日桂林

时间

7:00-7:30

7:30-7:45

流程

签到

会见合影

内容

参会贵宾游览世界长寿城市贺州、离会

潘基文秘书长一对一会见企业家

7:45-8:30 早餐会 潘基文桂林主题早餐会（20人高端早餐会）

8:30-11:00 出发贺州 出发贺州参加下午主论坛

六、媒体宣传

（一）电视媒体

1.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或《中国新闻》播出；

2.凤凰卫视播出新闻；

3.广西卫视播出专题报道。

（二）通讯社

1.新华社播发全球通稿；

2.中国新闻社播发全球通稿。

（三）重点报刊媒体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广西日报等报刊新闻报道；



（四）网络媒体

1.人民网、央视网、新华网、中新网、中国网、新浪、搜狐、腾讯、凤凰网、

今日头条等10家门户网站发视频专题报道；

全国100家门户网络发图片文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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