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2013 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在银川召开 
 

2013 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于 9 月 13～17 日在宁夏银川市召开。参

加本次年会的有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刘北桦副司长，中国

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所长王道龙，副

理事长、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所长任天志，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副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陈阜，副理

事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贺东升，农业部信息中心吴秀媛副主任，宁

夏农牧厅领导高级农艺师宿文君，远道而来的美国农业部研究局高级研究员黄岩波等

专家领导 。 

今年学术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研讨内容

有：（1）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模式；（2）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3）农业资源信息

化；（4）我国农业资源空间数据库建设等问题。王道龙理事长主持大会并为大会做报

告。报告对学会 2012/2013 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给予好评，对未来学会的换届、

培训等工作进行了部署。刘北桦副司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农业资源区划领

域的重点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对学会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并作了重要指示。农业

部信息中心吴秀媛副主任、美国农业部研究局(USDA-ARS)高级研究员黄岩波、中国农业

大学陈阜教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农气所霍治国研究员等专家分别就农业信息系统

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和精准农业技术在美国农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农业气象灾

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技术研究等在大会作了重点发言。 

本届年会共收到论文 55 篇。在对论文初评、复评的基础上，确定本次年会优秀论

文评选结果：一等奖 3 篇，二等奖 22 篇，三等奖 24 篇（名单附后）。中国农业资源与

区划学会秘书长张华在会上宣布了获奖者名单，与会领导为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参加会议的包括各省（市、区）、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资源区划办

公室、农业资源区划学会、农业资源区划研究所，有关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约

160 多人。年会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理事会会议，就中国农业资源与

区划学会章程的修改、学会未来的工作等广泛征求了意见。最后王道龙为大会做了总

结发言。 



附： 

2013 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论文评审结果 

一等奖（3 篇） 

序号 作 者 论 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1 蒋洪昉 冯建国  薛正旗  

张颖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北京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2 张大东  胡豹  杨良山 浙江创意农业发展典型模式研究 浙江省农业区划办公室 

3 温承全   杨来光 工业城市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研究——以柳州市为例 广西柳州市农业局 

 

二等奖（22 篇） 
序号 作 者 论 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1 
王红彦  王道龙  高春雨  王亚静  

李建政  毕于运 

生命周期能值分析法与生物质能源研究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2 刘时东 陈印军 东北三省粮食生产区域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3 冯建国 张颖  薛正旗 对北京市二道绿化隔离带地区稳步推进的思考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4 陈奕捷 冯建国 乡村旅游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以北京市

密云县石城镇为例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5 李瑾 史佳林 孙国兴 

刘会想 

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现状分析与功能布局研究 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 

6 黄学群 崔凯 李瑾 郭华 天津郊区设施农业（种植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 

7 付晓静 杨彦新 周玉林 石家庄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水平初探 河北省农业区划办公室 

8 罗建军  李捷   唐晓萍 山西省酿酒葡萄产业发展探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9 于秋竹 孔宇 徐正进  

陈东升 解保胜 

黑龙江省水稻生产发展现状及其自然风险分析 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10 孔宇  张文忠 于秋竹  

慕永红  解保胜 
气温变暖对黑龙江省水稻单产贡献分析 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11 晏明 GIS支持下的吉林省二松流域水资源恢复力评价 吉林省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2 李杰  万志海 新形势下发展壮大南京村级集体经济调研报告 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13 邓文   杨玉 湖南水稻适度规模经营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 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 

14 张文峰  张小花  刘芹  

曾涛  卢娜 

广东省生鲜农产品产后环节布局研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研究生处 

15 罗凯 田园景观的内涵及其美的形式与特征 广东省徐闻县农业局 

16 陆耀邦 广西发展现代农业探讨 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17 陆耀邦 黄嫦慧 梁自力

滕冬建 陈星霖 郑良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利用现状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18 王辉武    李国平 广西城郊型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及开发模式研究 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19 苏东梅 
北海市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广西北海市农业区划办公室 

20 王松林 莫正群 练炳维 

余文刚 

海南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及其发展策略初探 海南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21 保广才 
关于推进青海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工作的思考 青海省农牧厅农牧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22 于金凤 基于“P-S-R”模型的西北内陆河流域移民迁入区生态

安全评价——以瓜州县为例 

甘肃省兰州市委党校 

 

三等奖（24篇） 

序号 作 者 论 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1 周玉林 阜平县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思考 河北省农业区划办公室 

2 黄禹、刘德方 黑龙江省绿色农业发展研究 黑龙江省农业区划研究所 

3 黄学龙 发展休闲农业  建设美丽龙岩 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局 

4 余会康 陈安芳 阮翠冰 闽东气候变化与芒果生长分析 福建省宁德市气象局 



5 肖步金 清流县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福建省清流县农业局 

6 王磊峰 廖声丰 许囯萍 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何以可能——基于生态理论视

角的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7 吕爱清 江西贫困县农户食物安全影响因素分析与结构方程概

念模型构建 

宜春学院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8 曾文明 魏秋华 廖春光 江西省油茶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9 朱振林 孙学军 宋致义 

王素娟 

山东省特色农产品布局规划研究 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10 李好中 新乡市农田土壤养分区划与优化施肥模式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11 郭红卫 陈运和 蔡承良 

刘佳惠 

博爱县创建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探讨 河南省博爱县农业局 

12 原二玎  赵涛 关于温县供港蔬菜基地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 河南省温县农业局 

13 
晏群 李兆华 彭华伟 汪权方 

涂建华 彭长华 胡久生 
洪湖市粮食（中稻）产能建设遥感监测试点研究 湖北省发改委区划办公室 

14 胡久生  汪权方 邢晓燕   

涂建华 

江汉平原中稻种植及估产遥感监测研究 湖北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15 周克艳 刘芳清 都市郊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构想—以长沙市望

城区为例 

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 

16 刘军 湖南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及影响动力研究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农经区划所 



17 罗国璋 开展绿肥“沃土工程” 走低碳、节能、生态农业之路 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办公室 

18 王松林 莫正群 练炳维 

余文刚 

海南农业资源利用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海南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19 刘海清  刘恩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海南绿色农业发展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热带

农业经济研究所 

20 唐丽桂 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绩效、问题及发展思路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21 杨辉 对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探索—以绵阳市为例 四川省绵阳市农业局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科 

22 孔建康 加强基地“六化”建设，提升高粱产业水平 四川省泸州市农业局 

23 杨艳锋 绥德旱农业发展的思路 陕西省绥德县农技站 

24 保广才 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牧业现代化 青海省农牧厅农牧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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