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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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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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长许世卫研究员、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孟宪学研究员，两个分会副理事长杨

宁生、刘清水、赵瑞雪、张学福以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在京常务理事共 15 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总结了 2014年学会工作，研究讨论了 2015年学会工作计

划以及其它相关事宜。 

会议由农业图书馆分会理事长、科技情报分会副理事长孟宪学主持，学会办

公室主任魏虹首先总结了两个学会 2014年的工作，并就两个学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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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的工作，原则上同意 2015 年度两个

学会工作计划和学术交流活动安排，并就两个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主题、科技

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活动以及会员之间合作交流、学会服务能力建设、会议论

文共享、网络宣传、学会网站（主页）建设、专题研讨培训、学刊质量提升等相

关工作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与会代表认为，

今年是“十二五”收关之年，也是谋划“十三五”开篇之年，学会要在认真总结

“十二五”农业信息科技发展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国家发展战略，积极谋划“十

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农业信息科技发展战略，并开展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

活动；同时，以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年活动为契机，总结回顾学会发展历程和

成绩，进一步明确学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以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己任，

不断增强学会影响力和会员凝聚力，全面推进学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最后，科技情报分会理事长许世卫研究员做了总结讲话，首先，感谢在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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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常务理事，感谢京外的常务理事、全体理事以及各会员单位长期以来对学会

工作的关心和支持。2014 年学会工作成绩显著，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

工作计划和任务，2015 年学会工作要比 2014 年更加有展示度、有实际效果、要

有承前启后性质的会议和工作安排，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好科技情报分会学术年会暨学会成立30周年活动，学术年会名

称初步定为“‘十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与科技发展战略咨询研讨会暨中国

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30周年活动”，以此为基础遴选5-6个学术交流主题

组织开展学术论文征集，出版论文集并开展优秀论文评选表彰活动；组织好

科技情报分会成立30周年年庆纪念性文集编辑出版工作，开展全国优秀农业

科技情报工作者、先进团体会员、学会活动积极分子评选表彰活动。 

二是组织好科技情报分会会员积极参加2015年中国农业展望大会活动。

一年一度的中国农业展望大会既是农业信息科技界的一次盛会，更是学会会员

相互交流学习的重要平台，学会应全力做好会员参会的组织工作。 

三是组织好农业图书馆分会学术年会（会议名称待定）活动。学会将继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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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与创新等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 

四是有条件的开展相关专题小型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在继续搞好“农科

联盟”和“CIARD RING”相关研讨培训活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咨询各团体

会员单位的需求，每年组织1-2次相关专题的小型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五是加强学会服务能力建设和宣传力度，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

重点是加强学会网络主页建设，构建会员共享信息和相互交流平台；及时向

会员单位和会员传递会讯、资讯，定期向常务理事、理事传送电子版“学会

工作简讯”；收集整理学术会、研讨会报告或PPT并及时向会员传布或共享；

努力提高学刊质量和水平，继续做好为会员推荐学术论文的工作；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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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强与中国农学会的沟通交流，及时汇报两个学会工作情况，上报相关会

议宣传稿（纪要）和学会工作简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学会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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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 

 

2014 年，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在中国农学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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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发展为己任，积极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学会组织和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学会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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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工作总结 

1、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发展 

围绕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农业监测预警等问题，积极组织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促进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发展。 

一是组织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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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5-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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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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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科研院所和

高等院校的150多名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专家、科技人员和企业同仁共聚南京，

以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与应用为主题，展示、交流了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智能决策、智能农业等现代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新成果、新进展，探讨

了农业信息科技前沿技术发展新方向、新趋势。 

本次研讨会是我国农业信息科技领域的一次高水平学术会议，农业部市场与

经济信息司张合成司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南京东

邦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农业大数据技术前沿及应用、农业大数据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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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智慧种植、作物生长快速监测与智慧管理、云服务、农产品安全溯源与预警研

究、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与应用实践、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内容作了精彩报

告并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 

二是组织会员参加“2014 首届中国农业展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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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会组织的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 98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中

国农业展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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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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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强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示范推广农业信息科技成果 

充分发挥学会人才、智力和信息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农业信息决策咨询

服务，加快农业信息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应用。 

一是积极响应中央援疆号召，加强与新疆塔里木大学科技合作，促进新疆

地区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积极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对口支援塔里木大学开展农业信

息学科建设、共建“新疆南疆农业信息化研究中心”、召开“新疆南疆农业信息

化发展论坛”等活动，将农业信息技术引入塔里木大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共同建设南疆数字果园，收集与整合农业资源信息，为果树

科学家提供研究工具，为农业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与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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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和创新团队联合培养。 

二是组织开展江苏省大丰市“丰收大地”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活动，加快

农业信息技术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组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相关科研人员赴江苏省大丰市“丰收大

地”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调研活动，在参观调研现场、听取当地领导和专家介绍

情况的基础上，双方就园区合作共建事宜进行了交流座谈，信息所将利用本所的

农业信息科技优势，在人才培养、信息服务、成果转化等方面与“丰收大地”开

展深入合作，重点加强农业信息技术示范基地、科研实训基地、智慧农业园区、

院士工作站、农业信息品牌、数字果园、创意农业设计大赛、全球农业数据论坛

等方面的合作建设，全面提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信息化水平。 

3、认真做好期刊评价工作，促进农业科技期刊健康发展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联合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认真做好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持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农业核心期刊评价工作，推动

农业科技期刊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认真做好前期调研工作，确立核心期刊评价方案 

充分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势和农业行业专业人

才优势，在2005年、2009年开展农业科技期刊评价工作和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

根据新形势发展要求，制定了2014农业科技期刊评价工作方案，明确了农业科技

期刊评价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价内容和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期

刊分类、评价结果、实施步骤、组织实施等具体工作，确保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二是认真做好期刊评价工作，公平公正客观科学评价 

先后召开了 6 次专家研讨会、20 多次课题组讨论会，就参评期刊的分类、

指标的选取、权重的确定、结果的分析等问题进行集中研究与讨论，核心期刊评

价遵循导向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即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各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排名，将各类别排名前 20%

的期刊（准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和各类别排名 21%-30%的期刊作为候选，提交各

类别期刊界和学术界专家进行审查、评价，根据专家定性评价结果进行调整或增

补，最终确定“2014 年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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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认真做好后期发布工作，出版农业核心期刊目录 

农业科技若期刊评价工作选取了我国911种农业科技期刊进行了评价，根据

定量分析和专家定性评价结果，共遴选出13类189种核心期刊为2014中国农业核

心期刊，并已通过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核心期刊概览2014》对外公

开发布。其评价结果为优化农业科技期刊结构、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基地质量和竞

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大读者和作者重点阅读和投稿提供了依据，同时对农

业项目、成果、人才、机构等各类科学评价和科学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4、努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按照中国农学会能力提升专项活动要求，努力加强学会自身能力建设，不断

提高学会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学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学会工作效率 

根据农学会相关工作要求，及时修订或修改相关规章制度，努力提高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水平；积极发展学会团体会员，完成新疆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团体会员发展工作，完成山西、广西两省区农业信息研究所常务理事单位增补工

作，完成黑龙江省农科院信息中心、内蒙农业大学图书馆、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

科技信息研究所、湖北省农科院科技信息中心四个单位理事更替工作。 

二是加强学会期刊管理建设，不断提高办刊质量和水平 

加强学会期刊《中国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的管理建设，通过开通网站、不断

充实网页功能、使用期刊稿件远程处理系统（Journalx 2.0）、采用双色印刷以

及引入DOI提高刊物标准化（学刊已成为国际DOI中国出版物注册与服务中心学术

期刊会员）和对发稿的摘要规范、计量单位、图表以及文献引用规范等可控的细

节制定统一标准等措施，学刊的来稿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幅提高，2014年学刊全

年载文量635篇，总页码2459，共497万字，稿件水平和基金论文的百分比明显提

升，专业性强的研究型论文刊登比例较去年提高了8.3%，刊物阅读舒适度、刊物

声誉、作者群和学术影响力明显提高。 

三是发挥学会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始终坚持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学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会员单

位信息交流与沟通，积极构建会员之间合作交流平台，通过提供会议资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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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开展信息咨询、推荐学术论文、及时更新信息、协助培训学习、传递

合作信息、建立 QQ 网群等多种形式为会员单位和会员服务，同时通过中国农学

会网站、中国农科院网站、信息所网站、学会工作简讯等方式报道学会工作情况，

不断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2015 年工作计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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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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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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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继续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农业信息学科发展 

围绕农业信息科学技术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关键性问题，继续积极组

织开展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明年是“十二五”最后一年，在总结五

年学科发展成效的基础上，着眼于“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要求，重点做

好“农业信息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讨会（暂定名）”和“2015 中国农业展望大

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二是继续组织开展信息咨询服务，示范推广农业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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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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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同时，根据信息

研究所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信息科研单位工作需要，积极组织、协调和参与区域

性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发展咨询活动，示范推广应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和科研成果。 

三是认真做好学会 30年庆活动，提升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 

2015 年是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学会将以召开 2015 科技

情报分会学术年会为契机，组织开展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联谊活动，在回

顾、总结学会发展历程、发展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学会发展思路、发展方

向、发展目标，促进学会持续健康发展，届时，联谊会还将开展系列表彰活动。 



经验交流                                            2015年第 1期(总第 61期) 

9 

 

四是继续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学会服务水平 

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学会影

响力、会员凝聚力和自我发展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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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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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会员合作交流平台，会员的需求就是学会的工作，通过提供不同形式、不同

方式的服务，真正把学会办成学会会员的“会员之家”。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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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科技情报分会 

京区常务理事会议 

总结2014年学会工作，研究2015

年开展学术活动计划 
1月 20 北京 

2 2015中国农业展望大会 参与组织学会会员参与大会 4月 100 北京 

3 
农业信息科学术发展战 

略学术研讨会 

未来（十三五）农业信息科技发展

现状、趋势、方向、战略、目标等 
9月 150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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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5年 12月 24 日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2014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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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4 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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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情报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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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会组织和服务能力建设，不断

提高学会服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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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工作总结 

1、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农业图书馆学科发展 

一是组织召开了“农业科技图书期刊管理创新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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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国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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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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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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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组织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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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月 30-31日，由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主办、贵州省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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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2014 农业图书馆分会学术年会既农业知识服

务模式与创新研讨会”在贵州贵阳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

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从事农业信息工作的 90 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刘细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资源中心

主任曾建勋分别做了“支持科研创新的文献情报服务”、“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与

服务的新思考”两个主题报告。 

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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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农业知识经济和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传统农业信息服务正面临知识和信息环境的双重冲击和挑战的背景下，会

议的成功召开，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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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生积极的重要意义。 

2、积极开展科技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图书情报服务水平 

一是组织参与“农科联盟科研竞争力评价课题研讨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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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协办的“农科联盟科研竞争力评

价课题学术讨论与培训”在京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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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培训会以农业科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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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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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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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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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组织举办“农业信息开放获取研讨会暨 CIARD & AgINFRA 农业信息共

享体系技术培训”活动 

2014 年 11 月 13-14 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CIARD RING 工

作组主办、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协办、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

信息研究所承办的“农业信息开放获取研讨会暨 CIARD & AgINFRA农业信息共享

体系技术培训”活动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福建、海南、四川、山东、北京等农

业信息科研单位 20 多位信息管理与技术专家以及全球农业研究论坛(GFAR)官员

Ajit  Maru应邀出席参加了此次研讨培训会议。 

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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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理事长孟宪学研究员做“CIARD RING China 进展”报告，对 CIARD 和 CIARD 

CN 的发展和建设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全球农业研究论坛(GFAR)官员 Ajit  

Maru 做了题为《国际农业研究数据和信息的共享策略》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利用与发展》的主题演讲，同时列举了国外的成功案例。会后进行了 CIARD RING

信息服务/资源注册培训。福建、四川、海南三个省级农业科研机构的青年骨干

学习了 CIARD RING 信息服务/资源注册方法并成功注册。 

本次研讨培训活动邀请国际知名专家来华讲学，为我国带来了国际最前沿的

农业 ICT 研究进展。各省农科院参会代表通过研讨交流，既学习了农业 ICT研究

应用和 CIARD RING 注册方法，又增进了相互了解。本次研讨培训推动了 ICT 和

开放获取在我国农业的研究应用，为 CIARD RING 在福建、四川、海南等省的推

广和服务奠定了基础。 

3、认真做好期刊评价工作，促进农业科技期刊健康发展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联合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认真做好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持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农业核心期刊评价工作，推动

农业科技期刊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认真做好前期调研工作，确立核心期刊评价方案 

充分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资源优势和农业行业专业人

才优势，在2005年、2009年开展农业科技期刊评价工作和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

根据新形势发展要求，制定了2014农业科技期刊评价工作方案，明确了农业科技

期刊评价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价内容和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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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分类、评价结果、实施步骤、组织实施等具体工作，确保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二是认真做好期刊评价工作，公平公正客观科学评价 

先后召开了 6 次专家研讨会、20 多次课题组讨论会，就参评期刊的分类、

指标的选取、权重的确定、结果的分析等问题进行集中研究与讨论，核心期刊评

价遵循导向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即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各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排名，将各类别排名前 20%

的期刊（准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和各类别排名 21%-30%的期刊作为候选，提交各

类别期刊界和学术界专家进行审查、评价，根据专家定性评价结果进行调整或增

补，最终确定“2014 年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名录。 

三是认真做好后期发布工作，出版农业核心期刊目录 

农业科技若期刊评价工作选取了我国911种农业科技期刊进行了评价，根据

定量分析和专家定性评价结果，共遴选出13类189种核心期刊为2014中国农业核

心期刊，并已通过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核心期刊概览2014》对外公

开发布。其评价结果为优化农业科技期刊结构、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基地质量和竞

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大读者和作者重点阅读和投稿提供了依据，同时对农

业项目、成果、人才、机构等各类科学评价和科学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4、努力加强学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按照中国农学会能力提升专项活动要求，努力加强学会自身能力建设，不断

提高学会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学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学会工作效率 

根据农学会相关工作要求，及时修订或修改相关规章制度，努力提高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水平；积极发展学会团体会员，完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塔里木大学图书馆团体会员发展工作，完成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常务理

事单位增补工作，完成沈阳农业大学图书馆、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

所、湖北省农科院科技信息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四个单位理事更替工作。 

二是加强学会期刊管理建设，不断提高办刊质量和水平 

加强学会期刊《中国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的管理建设，通过开通网站、不断

充实网页功能、使用期刊稿件远程处理系统（Journalx 2.0）、采用双色印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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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引入DOI提高刊物标准化（学刊已成为国际DOI中国出版物注册与服务中心学术

期刊会员）和对发稿的摘要规范、计量单位、图表以及文献引用规范等可控的细

节制定统一标准等措施，学刊的来稿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幅提高，2014年学刊全

年载文量635篇，总页码2459，共497万字，稿件水平和基金论文的百分比明显提

升，专业性强的研究型论文刊登比例较去年提高了8.3%，刊物阅读舒适度、刊物

声誉、作者群和学术影响力明显提高。 

三是发挥学会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始终坚持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学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会员单

位信息交流与沟通，积极构建会员之间合作交流平台，通过提供会议资讯、组织

学术会议、开展信息咨询、推荐学术论文、及时更新信息、协助培训学习、传递

合作信息、建立 QQ 网群等多种形式为会员单位和会员服务，同时通过中国农学

会网站、中国农科院网站、信息所网站、学会工作简讯等方式报道学会工作情况，

不断提升学会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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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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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农业图书馆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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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着眼于“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

追踪国际前沿，把握农业图书馆学科发展方向和趋势，高质、实效开展农业图书

馆学科学术交流活动。重点做好“农业图书馆分会学术年会（主题待定）”的筹

备和组织工作。 

二是组织开展信息服务培训，不断提高图书信息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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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

业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组织专家开展调研活动，探索农业图书情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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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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继续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学会服务水平 

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学会影

响力、会员凝聚力和自我发展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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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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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会员合作交流平台，会员的需求就是学会的工作，通过提供不同形式、不同

方式的服务，真正把学会办成学会会员的“会员之家”。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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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农业图书馆分会 

京区常务理事会议 

总结2014年学会工作，研究2015 

年开展学术活动计划 
1月 20 北京 

2 
2015农业图书馆分会 

学术年会 
主题待定 10月 100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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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2014年 1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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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1 号 

 

关于变更、增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信息中心 

等单位常务理事、理事的决定 
 

各常务理事： 

由于工作关系变动，经由原单位推荐和在京常务理事扩大会研究

同意，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信息中心常务理事变更为毕洪文同志，理事单位青海省农林

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现更名为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

所）理事变更为张子良同志，理事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理事变更

为刘信洪同志。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常务理事变更为刘信洪同志，理事单位青海省农

林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现更名为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科技信息研

究所）理事变更为张子良同志，增补新疆塔里木大学图书馆和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为理事单位。特此通告。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毕洪文 女 副主任/研究员 
0451-86687133 
13603609906 Bhw01@126.com 

张子良 男 副研究员 
0971-5312253 
13997264690 Zzliang62@163.com 

刘信洪 男 馆长/副研究员 
020-85280745 
13312889321 xhliu@scau.edu.cn 

邵  今 女 助研（长水所） 
027-81780182 
13886569618 sharonshaojing@qq.com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中国农学会农业图书馆分会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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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5]  02 号 

 

关于召开“十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发展战略研讨会 

暨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30周年活动的预备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5年是“十二五”收关之年，也是谋划“十三五”开篇之年，

同时还是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而立之年，为全面总

结“十二五”我国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进展，积极谋划“十三五”

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战略，促进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持

续健康发展，由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主办、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承办的“‘十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

技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活动”将

于 2015年 9月下旬在四川成都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召开以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总结、

回顾“十二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进展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十

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农业信息科技发展战略开展咨询和学术交

流与研讨，遴选 5-6个学术主题开展论文征集和优秀论文表彰活动。 

举办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活动，开展优秀农

业科技情报工作者、先进团体会员、学会活动积极分子表彰活动。 

二、参会人员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会员，从事农业科技情报工作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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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研讨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相关事项 

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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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论文征集（见会议征文通知）以及优秀农业

科技工作者、先进团体会员单位、学会活动积极分子（见评选表彰通

知）等推荐材料按通知规定的时间及时提交。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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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福菊   

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010-82109648  13520526852（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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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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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5]  03 号 

 

关于开展“全国农业信息科技进展学术研讨会暨‘十三五’ 

农业信息学科建设与科技发展战略咨询会”征文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全面总结“十二五”我国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进展，积极

谋划“十三五”农业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战略，促进中国农学会

科技情报分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拟于 2015 年

9月下旬在四川成都召开以“农业信息学科建设与科技发展”为主题

的学术研讨会，现将会议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1、农业信息科技进展与发展战略展望； 

2、农业信息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及应用； 

3、农业基准数据获取与农业智能分析及监测预警； 

4、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发展； 

5、竞争情报理论、方法与农业信息决策咨询服务。 

二、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要求主题明确，论据充分，语句通顺； 

2、应征论文请按照《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征稿论文格式要求撰 

写，以 5000字左右为宜，不超过 6000字； 

3、征文格式： 

论文题目：黑体，小 2号； 

作者姓名：楷体，5号字，2位以上作者姓名用逗号隔开； 

作者单位：宋体，小 5号字，多个单位以逗号隔开，并标注地名和邮 

编（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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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楷体，小 5号字，100字〜200字； 

关 键 词：楷体，小 5号字，多个词以分号隔开； 

英文题目：Times News Roman字体，5号字； 

英文姓名：Times News Roman字体，5号字，为作者姓名汉语拼音； 

英文单位：Times News Roman字体，小 5号字，为作者单位译文； 

英文摘要：Times News Roman字体，小 5号字，为中文摘要译文； 

英文关键词：Times News Roman字体，小 5号字，为中文关键词译文； 

正    文：5号字，通栏，一、二级标题占 1行，分别用 5 号黑体和 5 

号楷体，正文字数 5000 字左右。文稿中表格请用三线表； 

线条图需用计算机制作，应能在 WORD文件中打开并能修改； 

EXCEL 作图要带数据。图表中文字用 6 号字，中文用宋体， 

英文、数字用 Times News Roman字体。半栏图宽不超过 7.5cm， 

通栏图宽不超过 15.0cm； 

作者简介：宋体，6号字，包括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学历、 

职称、研究方向及发表论文情况。 

三、注意事项 

1、请在稿件上注明“征文”字样以及联系电话和 E-mail 地址；  

2、征文截止时间为 2015年 6月 30日（以传送时间为准）； 

3、征文可在大会上交流，经评审后的优秀论文将发优秀论文证 

书并在《农业图书情报学刊》上刊登； 

4、请将征文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传送到学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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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福菊   

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010-82109648  13520526852（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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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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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农科信息学[2015]  04 号 

 

关于开展“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先进团体

会员和学会活动积极分子”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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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持续

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为表彰先进、弘扬典型，进一步激励广

大农业信息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农业信息科技创新发展的伟大事

业，激发各会员单位和全体会员参与学会活动的积极性，根据《中国

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将于“‘十三五’农业信

息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成立

30 周年活动”期间开展“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先进团体

会员单位和学会活动积极分子”予以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条件 

1、“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称号 

(1)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情报分会团体会员单位的全体会员； 

(2)长期从事农业科技信息、科技情报科研、教育、管理等工作； 

(3)在农业科技情报领域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并在本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的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 

2、“先进团体会员单位”称号 

(1)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情报分会团体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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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组织本单位会员参加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  

(3)认真完成学会交办的任务，遵守学会章程，按时交纳会费； 

(4)积极参与组织和承办学会或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活动。 

3、“学会活动积极分子”称号 

(1)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情报分会团体会员单位的全体会员； 

(2)热心和支持学会工作，积极参与学会建设和管理，经常为学

会工作建言献策并做出成绩和贡献； 

(3)积极参加并动员本单位的会员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活动。 

二、评选推荐名额 

1、每个团体会员单位推荐“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 1

名，推荐“学会活动积极分子”1〜2名； 

2、每个团体会员单位在推荐本单位为“先进团体会员单位”的

基础上，再推荐“先进团体会员单位”29个，共 30个。 

三、推荐评选办法 

1、各会员单位应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开展推

荐工作，填写并上报推荐表，所有上报推荐表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2、“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学会活动积极分子”推荐

表应有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3、“先进团体会员单位”推荐先填写本单位的情况（见附表 3），

再推荐其它团体会员单位（见附表 4），在愿意推荐的单位后面打“√”，

包括本单位选择 30个，超过 30个的推荐表无效； 

4、学会办公室将选择适当时间组织有关专家按照“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进行评审，并报常务理事会审议。 

四、相关事项 

1、请各有关单位加强领导、积极组织、严格把关，认真做好相

关推荐评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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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将相关推荐表通过特快专递、传真

或电子邮件（PDF格式电子版文件）传至学会办公室或魏虹信箱。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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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福菊   

联系电话：010-82109879，13683196346（魏） 

          010-82109648  13520526852（岳） 

传    真：010-821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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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情报工作者推荐表 

附表 2：学会活动积极分子推荐表 

附表 3：先进团体会员单位申请推荐表（本单位） 

附表 4：先进团体会员单位推荐表（本单位+外单位） 

 

 
 
 
 
 

中国农学会科技情报分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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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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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