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农 学 会 科 技 情 报 分 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工 作 简 讯 
（电子版） 

 

2013年第 2期（总第 55期）                                   2013年 10 月 10日 

 

本 期 目 录 

 

简  讯 

 2013年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在京隆重召开……………………………………………………………1 

组织建设 

 关于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的通知………………………5 

 关于书面审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意见的函………………………………………………………9 

会议通知 

 关于召开新时期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的预备通知…………………………13 

 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预备通知……………………………………………15 

 关于召开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的通知…………………………………………………19 

 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23 

 

 

学会办公室主办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  编：100081 

E-mail：xuehui@caas.cn                                  电  话：010-82109879 
 

mailto:xuehui@caas.cn


简  讯                                              2013年第 2期(总第 55期) 

1 

 

 

2013 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2013年6月6-7日，由中国农业部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

（OECD）联合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办的2013世界农业展望大

会在京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视角下的农业展望”，会议发布了

《OECD-FAO全球农业展望报告（2013-2022年）》，同时围绕全球农产品供需与市

场运行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重点就全球农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生物质能

源、农业政策、监测预警技术、农业展望方法与模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FAO、

OECD、世界银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瑞典、瑞士、芬兰、波兰、斯

洛文尼亚、匈牙利、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南非、苏丹等国

家相关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业界人士以及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会员单位

等500多名代表参会，美联社、路透社等20多家境外媒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国内媒体记者出席、报道会议内容。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院士在欢迎辞中指出，2013

世界农业展望大会在中国召开，体现了中国农业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体现了FAO

和OECD对加强与中国在农业领域合作的重视，同时也象征着全球携手开展农业展

望工作的不断深化，必将对未来全球农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保障粮食

安全一直是FAO和OECD长期关注的主题，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与科研部

门的首要任务之一。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担负着全

国农业重大基础与应用基础、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的任务，围绕国家粮食安

全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等中心工作，长期不懈地开展科技攻关，取得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果，为支撑国家农业发展和推动世界农业

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持续开展了粮食安全

与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监测分析与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为政府部门分品种市场监测

与展望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中国与FAO和OECD已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两年前，FAO在中国实施农业展望能

力TCP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担，成效显著。本次会议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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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与这两个国际组织合作的又一范例。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

大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与食物安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坚

持不懈地提高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

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日趋剧烈，迫切需要各个国家尤其是农业生产和消费

大国之间，以及有关国际机构之间，加强农业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推动农业政策

的协调与共识。农业部高度重视农业监测预警和展望工作，逐步建立了中国重要

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系统，从信息采集、分析、发布等各个方面加强工作，对粮

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供求及价格走势进行全方位跟踪、分析和展望。

农业部将以这次“世界农业展望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农业展望方面的国际

交流，不断提升分析预警能力，完善市场调控，促进国内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产品

市场稳定，为国际食物安全保障持续做出贡献。 

FAO总干事何塞•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Jose Graziano da Silva）在致辞

中指出，当前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频率、幅度明显增强，开展农业展望显得

十分重要和迫切。FAO高度重视中国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作用和地位，近年来，

在TCP项目的支持下，FAO与中国在农业基础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联系更加紧密，

并搭建了基本的合作框架。2013年世界农业展望大会为各国同行开展全球农业发

展所面临的热点问题，特别是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平台。 

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ia）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农业

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凸显，通过发布农业展望报告，一方面满足广大生产

者对信息的渴求，一方面为各国及时调整农业政策提供依据，这将有利于提高农

业生产率、竞争力，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2013世界

农业展望大会在中国召开，并专门发布关于中国农业的展望报告，这在世界农业

展望大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今后OECD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农业展望领域的合作

和交流。 

发布《OECD-FAO全球农业展望报告（2013-2022年）》是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展望报告指出：未来10年全球所有农作物和畜产品的产量增速都将放缓，而需求

增长强劲，农作物和畜产品的价格将普遍上涨。未来10年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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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即产量不足、价格波动和贸易中断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

威胁。在专门的中国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肯定了中国粮食

增产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但同时指出今后10年也面临着水土资源约束趋紧与

需求持续增长的压力。 

本次会议既是OECD-FAO农业展望报告的发布会，也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

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作大

会主题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与贸易司司长Ken Ash、美国农业部世界

农业展望局主席Gerald A.Bange、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处长蔡萍等32位国内外重要业务主管与专家做学术交

流与品种分析报告。我们所李干琼博士、徐磊博士分别做专题报告。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旭院士、世界农业经济与环境服务中心高级经济学

家段志煌、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张陆彪等主持了相应的会议。 

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屈四喜巡视员、办公厅副主任王小兵、市场与经济信

息司副司长张兴旺、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巡视员关锐捷、吉林省农委副主

任柳涛、江苏省农委副主任蔡恒、新疆农业厅副厅长程章全以及部分国家驻华大

使、参赞等应邀出席了大会。信息所其他所领导刘继芳、刘俐、孟宪学、王文生

参加了大会。 

本次大会还设立了农作物市场展望与生物质能源、畜产品和水产品市场展望

两个专场。经过充分研讨，国内外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农业展望是农业发展的“风

向标”和“温度计”，通过农业展望，及时掌握农业供需信息，科学研判市场形

势，为政府制定调控政策提供依据和保证，将能够有效减缓市场价格波动，同时

有利于稳定生产供给能力。可以说，农业展望对于促进农产品市场稳定、促进农

业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始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

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展望领域的国际合作将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

需求，特别是在农业展望数据、方法、模型、系统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显得

尤为迫切。 

全球农业展望聚集中国，标志着中国农业与农产品监测预警工作已迈上新的

台阶，象征着全球携手开展农业展望工作的启航，这对于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农业

持续稳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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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05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学会章程，2013年 3月 12日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

业图书馆分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在京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了 2012

年主要工作，讨论研究了 2013 年工作计划以及关于召开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学会换届工作等有关事项。经研究决定，中国农学会科技

情报分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将于 2013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具体时

间和地点另行通知)，现将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会员代表

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工作 

请各团体会员单位完成以下工作：以团体会员为单位组织本单位

会员进行重新登记或注册；推荐本单位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申

报先进团体会员和推荐本单位优秀学会工作者；提出修改分会章程相

关条款的建议；提出修改分会会费管理办法的建议。 

二、注意事项 

1、请各会员单位统筹安排，保障推荐的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理

事候选人届时能出席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2、请各会员单位根据“附件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原

则和办法”的要求，填报相关信息表，并加盖公章，通过电子邮件或

挂号邮寄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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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员登记、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推荐、分会章程和会费管理办

法修改意见及建议，请填写“附表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信

息回执”，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将“回执”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4、理事候选人推荐，请填写“附表 2：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

人推荐表”，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到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5、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申报和推荐，请分别填

写“附表 3：第七届先进团体会员申报表”和“附表 4：第七届优秀

学会工作者推荐表”，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三、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weihong@caas.cn；xuehui@caas.cn 

            

附件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原则和办法 

附表 1：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信息回执 

附表 2：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推荐表 

附表 3：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先进团体会员申请表 

附件 4：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优秀学会工作者推荐表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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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06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学会章程，2013 年 3 月 12 日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科技情报分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在京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了 2012

年主要工作，讨论研究了 2013 年工作计划以及关于召开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学会换届工作等有关事项。经研究决定，中国农学会农业

图书馆分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将于 2013年 10月在北京召开（具体

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现将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工作 

请各团体会员单位完成以下工作：以团体会员为单位组织本单位

会员进行重新登记或注册；推荐本单位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申

报先进团体会员和推荐本单位优秀学会工作者；提出修改分会章程相

关条款的建议；提出修改分会会费管理办法的建议。 

二、注意事项 

1、请各会员单位统筹安排，保障推荐的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理

事候选人届时能出席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2、请各会员单位根据“附件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原

则和办法”的要求，填报相关信息表，并加盖公章，通过电子邮件或

挂号邮寄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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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员登记、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推荐、分会章程和会费管理办

法修改意见及建议，请填写“附表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信

息回执”，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将“回执”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4、理事候选人推荐，请填写“附表 2：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

人推荐表”，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到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5、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申报和推荐，请分别填

写“附表 3：第七届先进团体会员申报表”和“附表 4：第七届优秀

学会工作者推荐表”，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邮寄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三、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weihong@caas.cn；xuehui@caas.cn 

            

附件 1：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原则和办法 

附表 1：农业图书馆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信息回执 

附表 2：农业图书馆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推荐表 

附表 3：农业图书馆第七届先进团体会员申请表 

附件 4：农业图书馆第七届优秀学会工作者推荐表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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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13 号 

 

关于书面审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意见的函 

 

各位常务理事： 

根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和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产生

原则和办法的要求，在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新一届理事

会理事推荐工作基本完成，现将各会员单位推荐的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候选人名单通报给各位常务理事，请各位常务理事审议。 

一、主要内容 

审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一、注意事项 

请各位常务理事认真审议附件“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并填写“审议意见回执”，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

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反馈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

室。逾期没有反馈意见和建议的视为同意。 

三、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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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传  真：010-82103217 

E-mail：weihong@caas.cn；xuehui@caas.cn 

            

 

附件：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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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14 号 

 

关于书面审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意见的函 

 

各位常务理事： 

根据《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章程》和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产

生原则与办法的要求，在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新一

届理事会理事推荐工作基本完成，现将各会员单位推荐的新一届理事

会理事候选人名单通报给各位常务理事，请各位常务理事审议。 

一、主要内容 

审议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一、注意事项 

请各位常务理事认真审议附件“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并填写“审议意见回执”，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电子邮件或挂号

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反馈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

室。逾期没有反馈意见和建议的视为同意。 

三、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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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传  真：010-82103217 

E-mail：weihong@caas.cn；xuehui@caas.cn 

            

 

附件：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分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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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07 号 

 

关于召开新时期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的预备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重要精神，加强农业信息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农业

信息学科支撑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能力，经

研究决定，由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联合主办的

“新时期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3年 10月在北京召

开(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立足于国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战略的大背景下，研讨如何加强农业信息学科建设，促进和支撑我国

新时期农业农村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以及新时期农业图书

馆资源建设、知识组织、服务创新、科研评价等方面的内容。会议将

邀请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作大会主题报告。 

二、参会代表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会员；从事农业科技

情报、农业图书馆工作的科技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会议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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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欢迎各位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就以下内容向大会提交论文，

论文提交最终日期为 2013年 9月 30日； 

2、论文请参照正式出版物要求的格式撰写，以 5000字为宜，不

超过 6000 字，著录要齐全；请务必在稿件上注明“征文”字样，并

注明作者联系电话和 E-mail地址； 

3、来稿请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无论

什么方式投稿，请将论文电子版传到学会或魏虹电子信箱。 
 

会议征文主要包括以下主题（但不限于）： 

农业科技情报分会 农业图书馆分会 

信息化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 开放获取环境下信息资源建设 

农业监测预警理论、方法和技术 数字环境下农业图书馆服务创新 

农业信息服务的方法和技术 新型科研信息环境的建设与服务 

农业大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技术 数字时代图书馆用户需求与行为 

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战略研究 知识组织、知识服务关键技术与应用 

农业物联网理论与技术体系 农业科研系统科研评价 

 

四、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mailto:xuehui@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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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08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预备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要求，经研究决定，中国农学

会科技情报分会拟定于 2013年 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

报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理事会换届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财务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修改草案》，

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谋划新一届理事会

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 

2、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 

会议将对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

学会活动，为学会建设和农业科技情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团体

会员单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 

3、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将链接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二、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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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

事长；新推荐的团体会员单位大会代表、理事会理事、优秀学会工作

者；从事农业科技情报的科技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相关事项 

1、本次会议内容丰富，会议准备工作较多，请各会员单位积极

组织和开展相关工作，将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候选人、先进团体

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等推荐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时提交；准

备参加大会的人员请于 9月 30日前将参会回执反馈学会办公室。 

2、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附件：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参会回执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mailto:xuehui@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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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2013年第 2期(总第 55期) 

17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09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预备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章程要求，经研究决定，中国农

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拟定于 2013年 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农学会农

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会换届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章程修改草案》；

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谋划新一届理事

会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 

2、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 

会议将对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学会

活动，为学会建设和农业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团体会员单

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 

3、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将链接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二、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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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

理事长；新推荐的团体会员单位大会代表、理事会理事、优秀学会工

作者；从事农业图书馆的科技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相关事项 

1、本次会议内容丰富，会议准备工作较多，请各会员单位积极

组织和开展相关工作，将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理事候选人、先进团体

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等推荐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时提交；准

备参加大会的人员请于 9月 30日前将参会回执反馈学会办公室。 

2、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附件：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参会回执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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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10 号 

 

关于召开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重要精神，探讨农业信息学科建设途径，交流农业

信息科技最新成果，全面提升农业信息科技创新能力，支撑我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

经研究决定，由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

将于 2013年 11月 17-19日在北京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议题 

1、农业信息化发展战略； 

2、农业大数据与信息管理； 

3、农业监测预警方法与技术； 

4、农业物联网理论与技术； 

5、农业知识组织与信息服务； 

6、农业 E-Science。 

会议将邀请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作大会主题报告。 

会议同期将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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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二、参会代表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会员；从事农业信息

学科的科技与管理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3年 11月 17-19日 

会议地点：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家农业图书馆) 

四、会议报到及有关事项 

1、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3年 11月 17日（星期日）全天  

报到地点：(1)湖北大厦一楼大厅 

          (2)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招待所一楼大厅 

联系电话：(1)湖北大厦： 

          (2)研究生院： 

报到时间：2013年 11月 18日（星期一）07:30-09:00 

报到地点：农业信息所(国家农业图书馆)西大门一楼大厅 

2、乘车线路 

湖北大厦： 

(1)首都机场：①乘机场大巴 4 号线至友谊宾馆下，向东步行至

四通桥，乘地铁 4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东北出口，向北步行 300

米即到；或乘地面公交车至民族大学站下，过天桥即到；②乘机场轻

轨在三元桥站换乘地铁 10 号线，然后在黄庄站换乘地铁 4 号线至国

家图书馆站下，东北出口，向北步行 300米即到。 

(2)火车站：①北京南站：乘地铁 4 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②



会议通知                                            2013年第 2期(总第 55期) 

21 

 

北京西站：乘地铁 9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③北京站：乘地铁 2号

线在宣武门或西直门转地铁 4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车；④北京北站：

乘地铁 4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东北出口，向北步行 300 米即到。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1)首都机场：①乘机场大巴 4 号线至友谊宾馆下，向东步行至

四通桥，再向南步行约 1000 米过天桥即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门，进

院后向东北方向步行至研究生院招待所；②乘机场轻轨在三元桥站换

乘地铁 10 号线，然后在黄庄站换乘地铁 4 号线至魏公村站下车，东

北出口，向北步行 200米即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门。 

(2)火车站：①北京南站：乘地铁 4 号线至魏公村站下；②北京

西站：乘地铁 9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下(站台对过)直接转地铁 4号线

至魏公村站下；③北京站：乘地铁 2号线在宣武门或西直门转地铁 4

号线至魏公村站下，④北京北站：乘地铁 4号线至魏公村站下。东北

出口，向北步行 200米即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门。 

3、会议费用 

每位代表交纳会务费 800元，食宿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4、其它事项 

(1)请各会员单位做好代表参会组织工作，并于 10 月份 30 日前

将参会代表信息电子邮件传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

办公室邮箱或魏虹邮箱。 

(2)请第六届理事、第七届理事会候选人合理安排时间，参加会

议，凡各会员单位推荐的理事候选人不能出席会议的，请来信来电说

明，并书面委托其它代表代为投票。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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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回  执 

（请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前反馈） 

会员单位  参会人数  

姓    名 全部参会人员姓名 

房间预定 
湖北大厦宾馆： 标准间(单人住)：    间 标准间(双人住)：    间 

研究生院宾馆： 标准间(单人住)：    间 标准间(双人住)：    间 

入住时间  

说    明 

1、由于已将筹备工作收集到的代表信息已全部录入电脑，“姓名”一栏只将 

本单位全部参会人员姓名填上就可以了。 

2、大会将统一安排住宿，安排在两个宾馆，费用自理。 

湖北大厦宾馆：与大会会场中国农科院相距约 1500米。房型均为标准 

间，主楼(4星)价格为 533元/间/日，副楼(3星)价格为 455 元/间/日， 

均含早餐，可选择单独住宿或与他人合住。 

研究生院宾馆：位于大会会场中国农科院院内。有两种房型，标准间价格 

为 328元/间/日，豪华间(或三人间)价格为 388元/间/日，均含早餐，可 

选择单独住宿或与他人合住。 

3、由于本次会议期间宾馆房源有限，请参会人员务必于 10月 30 日前将回执 

返回，以便大会统一安排，届时将根据房源及注册先后顺序做相应安排。

4、如住宿情况有变更，请即时告知会务组，否则相关费用由本人承担。 

   预订房间预留至当日 18点前。如参会者在 18点之后到达，请在 18点前 

与会务组进行电话确认；如未确认，房间将不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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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11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要求，经研究决定，中国农学

会科技情报分会拟定于 2013年 11月 17-1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农学

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理事会换届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财务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修改草案》，

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谋划新一届理事会

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 

2、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 

会议将对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

学会活动，为学会建设和农业科技情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团体

会员单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 

3、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大会期间将同期召开“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等相关活动。 

二、参会代表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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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新推荐的团体会员单位大会代表、理事会理事、优秀学会工作

者；从事农业科技情报的科技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相关事项 

1、本次会议内容丰富，会议准备工作较多，请各会员单位组织

会员代表积极参加此次大会，并根据会议通知将参会人员信息反馈至

学会办公室（直接填写“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回执即可）； 

2、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报到及有关事项详见“全国农业信息

科技创新大会”通知中的“三、会议时间和地点，四、会议报到及有

关事项”的相关内容。 

四、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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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3]  12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团体会员单位、各有关专家： 

根据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章程要求，经研究决定，中国农

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拟定于 2013年 11月 17-1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

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会换届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章程修改

草案》，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谋划新

一届理事会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 

2、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优秀学会工作者评选表彰 

会议将对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

学会活动，为学会建设和农业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团体会

员单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评选表彰。 

3、相关学术研讨活动 

大会期间将同期召开“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等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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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代表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名誉

理事长；新推荐的团体会员单位大会代表、理事会理事、优秀学会工

作者；从事农业图书馆工作的科技人员；特邀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三、相关事项 

1、本次会议内容丰富，会议准备工作较多，请各会员单位组织

会员代表积极参加此次大会，并根据会议通知将参会人员信息反馈至

学会办公室（直接填写“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大会”回执即可）； 

2、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报到及有关事项详见“全国农业信息

科技创新大会”通知中的“三、会议时间和地点，四、会议报到及有

关事项”的相关内容。 

四、联系方式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人：魏  虹 

电  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E-mail：xuehui@caas.cn；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 

说明：学会简讯属于内部资料，请妥善保管。 

学会简讯由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所学会办公室负责编辑  责任编辑：魏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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