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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在京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在京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召开，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和农业图书馆分会名誉理事长梅方权研究员，科技情报分会理事长许世卫研究员，

副理事长杨宁生、刘清水，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孟宪学研究员、副理事长赵瑞

雪以及两个学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在京常务理事共 18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

议总结了 2013年学会工作，研究讨论了 2014年学会工作计划以及其它相关事宜。 

会议由科技情报分会理事长许世卫主持，许世卫理事长首先传达学习了“中

国农学会 2013 年工作总结及 2014 年工作思路”、中国农学会会长张桃林在“中

国农学会十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科技

情报分会副理事长孟宪学总结了两个学会 2013 年的工作，学会办公室主任魏虹

就两个学会 2014年重点工作计划以及其它相关事宜作了说明。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两个学会 2013年度的工作，原则上同意 2014 年度两个

学会工作计划和学术交流活动安排，并就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五年工作设想和

2014 年两个学术研讨会主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合理

化建议。与会代表认为农业科技情报分会要抓住国家发展战略，在开展农业大数

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智能控制、农业监测预警等农业信息前沿技术学术研讨的

同时，应注重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方法、手段的研讨与交流，开展国家战略性新型

产业的研究；农业图书馆分会要以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为主线，开展系

列性的学术研讨活动，每年选择一个主题，重点就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信息资源

共享共建模式与机制、学术资源建设、资源开放获取、图书情报信息服务方式转

变、图书情报管理培训等组织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 

与会代表审议通过了科技情报分会“关于增补覃泽林、潘大丰两位同志科技

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的决定”，农业图书馆分会“关于增补陈国秀同

志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的决定”，以及学会其它相关事宜。 

2014年学会工作计划主要包括：(1)农业信息科研创新管理工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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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技情报分会主办，会议围绕农业信息科研成果管理、科研计划管理等科

研管理内容开展工作经验交流，邀请科技情报分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

长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参加。(2)农业信息科

技前沿技术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学术年会）。由科技情报分会主办，会议围绕

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智能分析、农业监测预警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

并组织现场参观学习。(3)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创新管理研讨会。由农业图书馆分

会主办，由新疆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会议围绕农业科技期刊评价、

农业核心期刊建设、农业科技期刊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

组织图书期刊单位和机构开展合作交流。(4)农业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

（学术年会）。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组织现场参观学习。(3)农业科技期刊创

新管理研讨会。由农业图书馆分会主办，围绕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模式与机制、资源开放获取、学术资源建设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 

 

 

 

 

 

学会办公室 

2014年 2月 25日 

 



经验交流                                            2014年第 1期(总第 58期) 

3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3 年工作总结及 2014 年工作计划 

 

2013 年，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在中国农学会的直接领导和农业部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学会理事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和广大农业信息

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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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发展中的问题，

积极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圆满地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2013 年工作总结 

1、组织参加“2013 世界农业展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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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来自 FAO、OECD、世界银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 

等多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 5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经大会承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建议，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

分会组织各团体会员单位、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了世界农业展望大会活动，来自

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 80多位会员代表出席了

会议。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视角下的农业展望”。会议重点发布了《OECD-FAO

全球农业展望报告（2013-2022年）》，并围绕当前及今后十年农业发展的形势与

挑战、农业展望模型与方法、全球农产品供需与市场运行以及相关领域的前沿热

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大会开幕式由 FAO驻华代表处临时代办 John Edwards主持，农业部副部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FAO 总干事 Jose Graziano da Silva，OECD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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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Angel Gurria，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分别致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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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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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农业展望大会第一次在 FAO 和 OECD 总部以外的国家召开，也是第

一次在亚洲国家召开。世界农业展望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OECD-FAO 农业展望

报告也首次聚焦中国，充分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日趋增强，世

界也更加关注中国。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农业与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工

作已迈上新的台阶，象征着全球携手开展农业展望研究工作启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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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织举办“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研讨会” 

2013 年 11月 18-19日，由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共同

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办的“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 300多名

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管理者、专家和企业同仁共聚刚刚启用的国家农业图书馆报

告厅，以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主题，展示

农业信息科技取得的新成果、交流农业信息科技发展的新进展，探讨农业信息科

技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趋势。 

本次研讨会是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

司张合成司长、张兴旺副司长、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刘艳副司长分别作了推进农业

市场化与信息化技术手段及途径、农产品市场调控与信息预警、农业科技新挑战

新机遇与新思路等方面报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润生院士、华南农业

大学罗锡文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研究员、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研究员、浙江大学生物系统自动化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所长何勇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谭宗颖研究员等农业信息与

相关学科领域科研领军人物分别就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智能控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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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测预警、精准农业、战略情报研究等研究方向作了精彩报告并展示了最新研

究成果。中国农业出版社袁慧民总编和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张应禄总编也分别作

了加强合作共建农业出版信息平台和面向数字出版共赢发展的报告。 

本次研讨会是农业信息科技领域高水平的交流盛会，农业信息与科技管理者

光临、骨干专家云集、有影响的企业同仁参与，政界、学界、商界共聚一堂畅所

欲言，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获得了圆满成功，大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一系

列成果必将对我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和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3、组织召开“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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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研究决定，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换届工作会议于 2013年 10月在北京召开，并

讨论研究了学会理事会换届选举总体原则与方式、筹备工作计划，成立了以六届

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为主组成的第七届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由学会秘书处着手起草“七大”会议相关文件。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2013年 11月 18-19日，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

院、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所属农业信息科研单位和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等单位的会员代表 13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许世卫理事长代表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所做的“加强农业信

息科技创新，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和‘新四化’同步发展作出贡献”的工作报

告，张峭秘书长所做的“关于修改《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报告”和“六

届理事会财务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和新一届分会领导机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

世卫研究员再次当选学会理事长，孟宪学等 14 位同志当选副理事长，张峭同志

当选秘书长，50位同志当选常务理事、100位同志当选理事。大会同意聘任张玉

香、王贤甫、梅方权三位同志为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丁超英等 4位同志为理事会

名誉副理事长，方瑜等 32 位同志为名誉理事，丁红军等 12 位同志为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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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了“关于表彰先进团体会员、优秀学会工作者的决定”，对评选出的

20个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 43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并颁发证书。 

这次大会是在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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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

的，也是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

圆满召开，对于进一步发挥科技情报分会在加强农业信息科技创新、促进农业信

息学科建设、推进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进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产生积极影响。 

4、中国农学会“会员之家”授牌活动 

2013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农学会授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会

员之家”揭牌活动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家农业图书馆举行。授牌

后，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表示，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将

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服务会员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将“会员之家”

办成会员之间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促进学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目前，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计算机分会、农业现代

化分会、持续农业分会、食物与营养专业委员会等学会挂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 

二、2014 年工作计划 

2014 年，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农业部和中国农学会的工作部署以及工作思路的总体要求，

坚持为农业信息科技创新服务，坚持为农业信息科技工作者服务，不断加强学会

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加学会影响力、会员凝聚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围绕农业信息学科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关键

性问题，组织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区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追踪国际前

沿，把握农业信息学科发展方向和趋势，高质、实效开展农业信息学科学术交流

活动。重点做好“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学术研讨会”筹备和组织工作。 

组织开展信息决策咨询。充分发挥学会人才、智力和信息资源优势，围绕农

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组织专家深入调查研究，提出

有份量、针对性强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和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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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积极支持和组织推荐专家参与全国农业信息化建设重大规划和政策制定。 

认真做好核心期刊评价。作为学会今年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学会将在所领

导和课题组的指导下，积极参与 2014 年全国农业类核心期刊的评价工作，努力

完成好课题组交办的各项任务，为促进和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期刊健康、快速发展

做出学会应有的贡献。 

搭建会员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学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会员单位的信

息交流和沟通，为学会会员单位协同开展项目合作传递信息，共同构建会员单位

之间、会员之间合作与交流平台。重点做好“农业信息科研创新管理工作交流会”

的筹备和组织工作，组织开展会员单位课题或项目合作、技术培训、咨询服务等

方面的需求调查。 

努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努力增加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做好发展会员、完善制度、创新机制等工作的

基础上，重点办好《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即时更新网络版“学会会讯”，组织

开展会员单位联络人推荐工作，不断提升学会工作效率，确保学会工作顺利开展。 

 

2014 年科技情报分会重点工作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2014科技情报分会 

京区常务理事会议 

总结2013年学会工作，研究2014

年开展学术活动计划 
2月 20 北京 

2 
农业信息科研创新管理 

工作交流会议 

信息成果管理、科研计划管理等科

研管理经验交流 
7月 60 青海 

3 
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 

与应用学术研讨会 

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智

能控制、农业监测预警等 
10月 150 上海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4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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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2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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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3 年工作总结及 2014 年工作计划 

 

2013 年，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在中国农学会的直接领导和农业部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学会理事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和广大农业信

息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农业图书馆学科建设、创新发展、服务共

享等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不断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圆满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2013 年工作总结 

1、组织举办“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研讨会” 

2013 年 11月 18-19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科技情报分会共同

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办的“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 300多名

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管理者、专家和企业同仁共聚刚刚启用的国家农业图书馆报

告厅，以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全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主题，展示

农业信息科技取得的新成果、交流农业信息科技发展的新进展，探讨农业信息科

技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趋势。 

本次研讨会是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

司张合成司长、张兴旺副司长、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刘艳副司长分别作了推进农业

市场化与信息化技术手段及途径、农产品市场调控与信息预警、农业科技新挑战

新机遇与新思路等方面报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润生院士、华南农业

大学罗锡文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研究员、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研究员、浙江大学生物系统自动化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所长何勇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谭宗颖研究员等农业信息与

相关学科领域科研领军人物分别就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农业智能控制、农

业监测预警、精准农业、图书馆战略情报研究等研究方向作了精彩报告并展示了

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农业出版社袁慧民总编和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张应禄总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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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作了加强合作共建农业出版信息平台和面向数字出版共赢发展的报告。 

本次研讨会是农业信息科技领域高水平的交流盛会，农业图书信息与科技管

理者光临、骨干专家云集、有影响的企业同仁参与，政界、学界、商界共聚一堂

畅所欲言，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获得了圆满成功，大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

一系列成果必将对我国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和农业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举办中国农业研究与发展信息共享体系建设与发展培训 

2013 年 9 月 9-12 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和 CIARD RING 工作组

联合主办，宁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第四期“中国农业

研究与发展信息共享体系建设与发展”培训活动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宁夏、甘

肃、北京、山东、云南等各农业信息单位 20 多位信息管理与技术专家参加。 

培训会开幕式由宁夏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王盾主持，副所

长张学俭致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张学福研究员受中国农业图书馆

分会理事长孟宪学研究员委托做“欧盟国际合作项目 agINFRA的进展”报告，潘

淑春研究员做“国际农业信息共享平台 CIARD RING ”及其中国相关活动的进展

报告，并介绍了国际农业信息专家协会（IAALD）第十四次世界大会的情况。会

议特邀代表中国林业科学院信息所马文君、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所谭翠萍副研

究员、中国水产科学院信息所闫雪等，分别做了不同领域信息资源共享现状及对

CIARD共享体系建设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还就为三农提供信息服务的经验，农业

科技信息服务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以及对中国 CIARD为农业科技创新服

务的建议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会议期间，还专门对 CIARD新伙伴进行了注册培训。

CIARD RING工作组代表刘家益就 CIARD RING信息资源注册方法进行了详细讲解，

并对 CIARD RING 骨干成员进行了现场辅导，各位代表就注册中存在的疑惑和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此次 CIARD RING 培训，新增注册机构 8 家，新增信息

资源与服务 36 个。此次培训有助于我国西北地区主要农业科研机构的信息专家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CIARD RING 的开放理念，有利于推动 CIARD RING 开放获取、

资源共享理念与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开展与传播。 

3、举办国家农业图书馆电子文献资源培训活动 

为加强电子文献资源宣传和推介，提高农业科研人员对现有电子文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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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使用能力，2013 年 11月 19-20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和农科

联盟工作组共同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办的“国家农业图书馆

电子文献资源培训活动”在北京国家农业图书馆举办，由此拉开了国家农业图书

馆新馆面向全院乃至全国提供强有力科技文献信息服务的序幕。来自中国农业科

学院京内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省级农业科学院图书情报机构代表及国内

外数据库出版商、代理商共 300多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培训活动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副所长孟宪学主持，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办副主任、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姜梅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分别致辞并讲话。 

培训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颜蕴研究馆员、赵瑞雪研究员分

别做了“E-Science 条件下农业科技文献资源的查询和获取”和“国家农业图书

馆的服务与未来”报告，来自 OVID、汤森路透、CNKI、万方数据等国内外数据

库出版商代表分别介绍了其产品在农业科技文献信息的查询、助力创新知识获取

及科研评价、促进农业科学发展、服务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在上

机实训活动中，培训人员针对 CAB Abstracts、Web of Knowledge SCI、

ScienceDirect等数据库资源的使用进行了讲解与演示，对学员们提出的数据库

开通、使用及检索方法等问题了做了详尽解答。 

4、组织召开“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2013 年 11月 18-19日，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农业科研单位

图书馆和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等单位的会员代表 12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孟宪学理事长代表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所做的“开拓进取，

创新发展，共享服务，推动我国农业图书馆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工作报告，

魏虹副秘书长所做的“关于修改《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章程》报告”和“六

届理事会财务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和新一届分会领导机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孟宪学研究员当选为学会理事长，何秀荣等 13 位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皮介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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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当选为秘书长，44 位同志当选为常务理事、92 位同志当选为理事。大会同

意聘任梅方权、许世卫、贾善刚三位同志为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胥耀平等 4位同

志为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叶静华等 20位同志为名誉理事，潘薇等 12 位同志为

副秘书长。大会通过了“关于表彰先进团体会员、优秀学会工作者的决定”，对

评选出的20个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和 47名优秀学会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并颁发证书。 

这次大会是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也是中国农

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大会的圆满召开，

对于进一步发挥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农业

图书馆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等方面的作用将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 

5、中国农学会“会员之家”授牌活动 

2013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农学会授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会

员之家”揭牌活动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家农业图书馆举行。授牌

后，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表示，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将

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服务会员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将“会员之家”

办成会员之间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促进学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目前，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计算机分会、农业现代

化分会、持续农业分会、食物与营养专业委员会等学会挂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 

二、2014 年工作计划 

2014 年，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农业部和中国农学会的工作部署以及工作思路的总体要

求，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促进农业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农业科学技

术普及和推广，不断加强学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加学会影响力、会员凝聚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围绕农业图书馆学科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关

键性问题，组织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区域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追踪国际前

沿，把握农业图书馆学科发展方向和趋势，高质、实效地开展农业图书馆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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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活动。重点做好“农业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组织开展信息服务培训。充分发挥学会人才、智力和信息资源优势，围绕农

业与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组织专家开展调研活动，探索农业图书

情报信息服务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新方法、新模式、新路子。继续做好“中

国农业研究与发展信息共享体系建设与发展培训”和“国家农业图书馆电子文献

资源培训”活动。 

认真做好核心期刊评价。作为学会今年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学会将在所领

导和课题组的指导下，积极参与 2014 年全国农业类核心期刊的评价工作，努力

完成好交办的各项任务，为促进和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期刊健康、快速发展做出学

会应有贡献。重点做好“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创新管理研讨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搭建会员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学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会员单位的信

息交流和沟通，为学会会员单位协同开展项目合作传递信息，共同构建会员单位

之间、会员之间合作与交流平台。组织开展会员单位课题或项目合作、技术培训、

信息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调查，共同促进我国农业图书馆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努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增加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做好发展会员、完善制度、创新机制等工作的基础

上，重点办好《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即时更新网络版“学会会讯”，组织开展

会员单位联络人推荐工作，不断提升学会工作效率，确保学会工作顺利开展。 
 

2014 年农业图书馆分会重点工作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1 
2014农业图书馆分会 

京区常务理事会议 

总结2013年学会工作，研究2014 

年开展学术活动计划 
2月 20 北京 

2 
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创新 

管理研讨会 

农业科技期刊评价、核心期刊建 

设、管理模式与机制等 
6月 100 新疆 

3 
农业图书信息资源建设 

学术研讨会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与机制、 

资源开放获取、学术资源建设等 
10月 120 重庆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4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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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2 号 

 

关于增补覃泽林等同志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相关事议的决定 

 

各常务理事： 

2014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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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会议总结了 2013 年主要工

作，讨论研究了 2014 年工作计划以及其它工作事项。经研究决定，

增补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覃泽林同志、山西农业

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潘大丰同志为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

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补中国农业出版社宋会兵同志为中国

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特此通告。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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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3 号 

 

关于增补陈国秀同志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相关事议的决定 

 

各常务理事： 

2014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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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会议总结了 2013 年主要工

作，讨论研究了 2014 年学会工作计划以及其它工作事项。经研究决

定，增补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国秀同志为中国农学会农业图

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补中国农业出版社宋会兵同志为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特此通告。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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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更 

由于工作关系变动，经由原单位推荐，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常务理事变更为彭立军同志；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七届

理事会理事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理事变更为李新同志；中国农

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沈阳农业大学图书馆

常务理事变更为刘文奎同志。特此说明。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姓  名 性别 
职  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彭立军 男 
所  长 

副研究员 

027-87389465 

13871296368 765571726@qq.com 

李  新 女 
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0471-4303946 

15248009668 nmndlix@126.com 

刘文奎 男 馆  长 
024-88487188 

13066513572 594272669@qq.com 

 



会议通知                                            2014年第 1期(总第 58期) 

20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4 号 

 

关于邀请参加 2014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的通知 

 

各常务理事、理事： 

为发挥新时期农业信息在指导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供给以及保

障粮食安全中的作用，根据农业部相关工作任务精神，兹定于 2014

年 4 月 20-21 日在北京举行“2014 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并同期召

开“农业监测预警技术研讨会”。经大会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建议，拟邀请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常务理事、理事

及理事单位会员参加本次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2014 年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

布中国农业展望报告。大会将发布《中国农业中长期展望报告》以及

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肉类、禽蛋、奶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分品种展望报告；二是进行宏观经济与农业热点专题研讨。围绕当前

及今后十年我国农业发展的形势与挑战以及相关热点，如农业资源环

境、农业支持政策、农业保险、农业科技创新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三是交流农业展望、农业监测预警的理论、方法的最新成果。围绕农

业展望方法与模型，农产品生产、消费和市场监测预警技术，农业大

数据，农业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农业信息分

析方法与技术等，开展成果交流。 

二、邀请参会人员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常务理事、理事及理事单位会员。 



会议通知                                            2014年第 1期(总第 58期) 

21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4年 4月 19日（全天）、20日（9点以前） 

会议时间：2014年 4月 20-21日 

会议地点：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家农业图书馆报告厅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四、会议注册及食宿安排 

会议设有网站 http://aii.caas.net.cn/aoc/index.html，请与

会者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本次大会实行会议注册制度，参会确认以注册为准，会议注册确

认以缴费为准。会议注册方式、注册日期与费用、注册缴费方式详见

上述网站中“注册参会”相关内容。 

会议代表由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参会人员请及时将参会回执发至 aoc@caas.cn。 

五、论文征集 

会议期间召开农业监测预警技术研讨会。欢迎各位常务理事、理

事及理事单位会员围绕研讨主要内容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 

会议根据论文内容特点和会议学术委员会意见，将论文进行 EI

或 ISTP 收录，适当收取版面费。论文相关主题和具体格式要求请登

陆会议网站查询。 

六、会议联系 

1、学会联系： 

(1)联系单位：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邮编：100081） 

(2)联 系 人：魏  虹 

(3)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 

(4)邮    箱：weihong@caas.cn; xuehui@caas.cn 

http://aii.caas.net.cn/ao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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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务联系： 

(1)联系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海区中关

村南大街 12号，信息所大楼 5201室，邮编 100081） 

(2)联 系 人：于海鹏，010-82109349转 5 (参会注册) 

周向阳，010-82105011转 4 (参会注册) 

朱孟帅，010-82105012 (论文投稿) 

仲晓春，010-82106768 (食宿交通) 

王盛威，010-82105200 

传  真：010-82106285 

邮  箱：aoc@caas.cn  (会务邮箱) 

                     aocpaper@caas.cn (投稿邮箱)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mailto:aoc@caas.cn
mailto:aocpaper@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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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5 号 

 

关于召开“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 

的预备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促进和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探讨新

时期我国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发展战略和管理创新，加强农业科技图书

期刊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活跃农业图书情报事业学术氛围，由中

国农学会图书馆分会主办、新疆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单位承

办的“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将于 2014 年 6 月中下旬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研讨会以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为主题，围绕农业科技图书

期刊发展战略、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创新、区域农业科技图书期刊协

作、农业科技期刊评价、农业核心期刊建设等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图书、期刊展示与合作等相关方面的活动。 

二、参会人员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常务理事、理事和理事单位会员，从

事农业图书、期刊工作的相关人员。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 6月 18-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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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待定。 

四、会议联系 

1、联系单位：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2、联 系 人：魏  虹   岳福菊 

3、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010-82109648  13520526852（岳） 

4、E - m a i l：xuehui@caas.cn 

              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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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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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