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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4 年 4月 20-21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

农业展望大会在京召开。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张合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农业与贸易

司副司长瑞德•萨法迪（Raed Safadi）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会议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主持。来自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经营者、科研工作者、

政府管理者以及来自 OECD、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际专家共 500余人参加了大会。 

会议发布了《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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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业资源环

境、农业支持政策、农业科技创新等热点专题进行了研讨，围绕当前及今后 10

年我国农产品生产、消费、市场走势进行了信息发布与研究成果交流。 

会上，陈晓华就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中央提出

的“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背景、内涵和意义进行了解读。陈晓华强调，正确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关键是要筑牢粮食生产的强大支柱：一是要严防死守 18亿亩耕地红线。

不仅要守住数量，更要守住质量。二是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劳动过程机械

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

手段。三是完善农业生产扶持政策体系。要不断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继续扩大总

量，探索形成农业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机制，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四是坚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统

筹，科学规划农业发展的优先顺序，尽早谋划重要农产品贸易战略，抓紧实施农

产品消费引导行动。 

陈萌山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办首届“中国农业

展望大会”，开创了中国农业展望工作的先河。本次大会是我国农业监测预警领

域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是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协同创新的一

个成果，也是农业部门立足国内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农产品监测预警，引

导农产品生产、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的有益尝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充分利用信息学与经济学、农学、畜牧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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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展望、农业监测预警、粮食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创新、技术突破、

设备研制与系统构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了农业部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

分肯定。陈萌山强调，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面临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加强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强化产销信息引导，是确保农产品有效

供给与市场稳定关键措施，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农业科研的国家队，中国农科院要始终牢记肩负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努力加

强农业展望有关方面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不断完善农业展望研究的学术平台，不

断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尽快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 

张合成就建立我国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作了专题报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

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需要配套 4项制度框架。一是围绕产量、消费量、贸易

量、库存量、价格、成本收益 6大核心数据建立全产业链信息监测统计制度。二

是围绕重点品种组建国家预警团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短期、中期、长期

预测分析模型，建立重要农产品国家供需平衡表制度和地区平衡表制度。三是建

立统一的农业信息发布制度，实现固定的发布主体、发布时间、发布渠道和发布

内容。四是建立生产经营者信息服务制度，把主产区农户作为服务对象，重点面

向主产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农户需求为核心，

为农户提供产量、面积、价格等用得上的信息。 

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世卫研究员发布《中

国农业展望报告（2014-2023）》。报告指出，未来 10年，现代市场体系、农业

支持政策、科学技术进步将为中国农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期间，中国主要农产

品产量将稳中有升，其中稻谷、小麦、食糖和蔬菜产量将呈稳健增长态势，水产

品、牛羊肉、饲料、玉米、油料和禽蛋仍呈快速增长状态，奶类以 3.5%的年均

增长率成为主要农产品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产品之一；中国主要农产品需求增长较

为强劲，其中水产品、牛奶、玉米、食糖和水果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2%，

呈快速增长态势，肉类、小麦、稻谷、棉花和蔬菜消费增长则较为稳健，中国人

的饭碗将仍然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次展望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取得成效，

开启了提前发布市场信号、有效引导市场、主动应对国际变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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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联盟”科研竞争力评价课题学术讨论与培训在京举办 

2014 年 5月 12-14 日，由农业科研系统电子资源建设与服务联盟（以下简

称农科联盟）、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联合主办的“农科联盟科研竞争力评

价课题学术讨论与培训”在京举办。开幕式由农科联盟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副所长主持。 

孟宪学介绍说，农科联盟成员单位遍及二十余省市，自成立以来连续举办了

5届电子资源建设与服务研讨培训活动，已成为农业科研系统图书馆电子资源建

设与服务工作的重要学术交流和培训园地。此次活动以农业科研评价为主题，旨

在引领农业科研信息服务人员深入开展科研评价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农业科研

图书馆资源建设与文献服务能力，更好地为农业科研发展提供支撑。 

培训会特邀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院长黄水清教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董瑜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陈峰研究员分别就学科评价的技

术问题、学科领域发展态势分析的内容与方法、如何从竞争情报角度做好科研评

价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 

经验交流环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赵静娟副研究员、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文献资源发展部王婷博士、袁雪博士分别对科研机

构评价工作的方法、流程与质量控制做了具体介绍。培训中，学员们针对文献检

索式编写、信息数据采集与处理、统计与可视化软件的使用进行了上机实训，切

实掌握了学科评价具体操作方法。 

农科联盟工作组组长、信息所文献资源发展部主任颜蕴，中国农学会农业图

书馆分会副理事长张学福、副秘书长魏虹，信息所科技处处长张蕙杰，中国水产

科学院信息中心主任欧阳海鹰及来自全国 23个省(市)农业科研信息机构的图书

馆长、课题负责人等 60余位代表参加了活动。 

据悉，农科联盟主要面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各省市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

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等农业科研系统信息服务机构（图书馆），合作开展数据

库资源集团采购、电子资源共建共享，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等工作。目前已有

30多个农业科研系统信息服务机构（图书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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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研系统电子资源建设与服务联盟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4 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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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 

2014 年 6月 20-21 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主办、新疆畜牧科学

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召开。开幕式由新疆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草食家畜汉刊》主编陈静波

主持，新疆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长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孟宪学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

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从事农业图书期刊工作的 80多位代表以及哈萨克斯坦国

立农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乔汉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会上，中国农学会期刊处处长韩忠超作了题为“数字技术下科技期刊创新发

展的思考与探索”的主旨报告，以数字技术下的期刊业态、期刊搜索数据库、中

国农业期刊数字平台为背景，思考了数字技术下编辑部需要什么样的稿件处理系

统问题，探索了基于移动互联的新一代期刊稿件系统新特性。报告认为，数字技

术下的期刊业态主要表现为期刊数字化、期刊数字出版、期刊开放存取、期刊要

素演进四个方面；而数据库是期刊、论文重要的传播阵地和分发入口，一个权威

的期刊数据库，就是功能强大的科研支撑平台，一旦嵌入研究人员的科研环境，

便成为他们须臾离不开的好帮手；同时，针对我国农业科技期刊“多弱小、同低

边”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围绕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打造以内容为高度、

以覆盖为广度农业期刊数字平台”的建设目标；针对现行稿件处理系统存在的问

题，报告提出了数字技术下新的稿件系统应能满足七个方面的需求：即是一个能

自如地建构以论文为核心“学术共同体”评审体系统，是一个论文的“规范评审”

系统、一个论文的结构（XML）化系统、一个（集成的、一体化、）平台化的系

统、一个以即时交流为核心社交化系统、是一个高自动化程度的系统、是一个评

论化的系统；是一个基于期刊数字平台，集文稿创建、协同创作于一体，编、审、

发布全面结构化，产品形态数字化，面向移动互联，以学术论文高质量交流、科

技期刊高效传播为核心的全新系统。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骆建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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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与出版部主任冯艳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编

辑出版部常务副主任李云霞、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新疆

农业科学》常务副主编张琼、新疆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草食家畜汉刊》

责任编辑王惠分别做了题为“加强书刊合作，共迎数字出版时代”、“科技期刊

市场化运营的实践与探讨――《中国乳业》为例”、“国内外期刊评价研究现状

及中国农业核心期刊评价方法”、“学术期刊办刊模式与运行机制”、“畜牧与

动物医学类科技期刊发展现状分析”的经验交流报告。 

会议期间，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乔汉先生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编辑与出版部常务副主任李云霞就有关哈

萨克斯坦优秀论文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一事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初步达成意

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牧信息中心主任熊本海研究员向新疆

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捐赠了有关畜牧兽医方面的书籍；为活跃会场气氛，

新疆农业科学院舞蹈队在茶歇时间现场表演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喀什姑娘》，

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掌声。 

最后，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孟宪学做了总结发言：此次农业科

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主题明确、内容聚焦，报告者认真、精心的准备使整

个汇报精彩、充实，使参会者很有收获与启发；研讨会的召开不仅对图书、期刊

的创造与促进所做的总结交流起作用，而且会对知识的积累、传承起到很好的作

用。感谢各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感谢会议承办单位新疆畜牧科学院科技信息研

究所的大力支持，促使此次会议得以圆满召开、成功召开。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4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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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7 号 

 

关于召开“2014 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学术年 

会暨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与智慧农业研讨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促进和推动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决策等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加强农业信息科技研究、应用工作交流与合作， 

“2014 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学术年会暨农业大数据、物联

网与智慧农业研讨会”将于 2014年 10月 14-1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

开，会议由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主办、江苏省农学会智慧农业分

会协办、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和金陵科技学院共

同承办。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研讨会以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为主题，围绕农业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决策、智能装备、智能农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农

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的发展现状、应用进展、存在问题、发展趋势、

发展方向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二、参会人员 

从事现代农业信息科技方面的科研、管理人员等。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 10月 14-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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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大厦（宾馆）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2号) 

四、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4年 10月 14日（星期二）全天 

          2014年 10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7:00-8:45 

报到地点：南京中山大厦（宾馆）一楼大厅 

五、乘车线路 

禄口机场：乘坐地铁 S1 号线到南京南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1

号线(往迈皋桥方向)到珠江路站下车(4号出口)，出地铁左转马路对

面即到中山宾馆(ZHONGSHAN HOTEL)。 

南京站： 乘坐地铁 1 号线(往中国药科大学方向)到珠江路站下

车(4号出口)，出地铁左转马路对面即到中山宾馆。  

南京南站：乘地铁 1 号线(往迈皋桥方向)到珠江路站下车(4 号

出口)，出地铁左转马路对面即到中山宾馆。  

六、其它事项 

会议费用：每位参会代表需交纳会议费 900元。会议食宿统一安

排，费用自理。 

其它事项：准备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代表请于 2014 年 10 月 10

以前将参会回执电子邮件或传真至学会办公室魏虹邮箱。 

七、会议联系 

参会联系： 

联系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联 系 人：魏  虹    

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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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10-82103127 

E - m a i l：weihong@caas.cn  

报到联系： 

酒店电话：025-83361888(总台)转会务组 

北京联系：魏  虹  13683196346 

南京联系：孙静静  15261877429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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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4]  08 号 

 

关于召开“2014 农业图书馆分会学术年会 

暨农业知识服务模式与创新研讨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随着农业知识经济和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信

息服务正面临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环境的双重冲击和挑战。为促进和加

快推动我国农业信息服务向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转变，适应农业知识

经济对农业知识服务的发展要求，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主办、

贵州省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2014 农业图书馆分会学术年会

暨农业知识服务模式与创新研讨会”将于 2014年 10月 29-31日在贵

州省贵阳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研讨会以农业知识服务为主题，围绕农业知识服务内涵、特征、

内容、模式、创新、成功案例以及农业知识服务核心能力建设、物质

技术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二、参会人员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的会员以及从事农业图书馆、农业信

息服务、知识服务等方面工作的科研、管理人员。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 10月 29-31日 

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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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2014年 10月 29日（星期三）全天  

报到地点：华美达神奇大酒店一楼大厅 

乘车线路： 

(1)龙洞堡机场：乘坐 216 路到市委党校站(2 站)下车，然后换

乘 229路空调车到贵阳日报社站(4站)下车，步行 100米左转到北京

路，步行 30米即到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2)火车站：乘坐 253 路或 17 路到贵阳日报社站(10 站或 9 站)

下车，步行 100米左转到北京路，步行 30米即到华美达神奇大酒店。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费用：每位参会代表需交纳会议费 900 元。会议食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 

(2)其它事项：准备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代表请于 10 月 24 以前

将参会回执电子邮件或传真至学会办公室魏虹邮箱。 

六、会议联系 

(1)联系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学会办公室 

(2)联 系 人：魏  虹    

(3)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4)传    真：010-82103127 

(5)E - m a i l：weihong@caas.cn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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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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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