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大事记
一月
 6 日，沈禹颖教授负责的《草地培育学》课程入选兰州大学 2011 年度双
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7 日，实验室与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10 日，任继周院士受邀参加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新春联谊会。
 11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访问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草业科学系。
 15 日，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应邀参加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兰州举行
的 2012 年春节专家团拜会。
 17 日，博士研究生马清（导师王锁民教授）入选兰州大学第五批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

二月
 8-10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农业部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
制学科群”启动会。
 11-13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方
精云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生态草业特区建设”研讨会。
 20-23 日，沈禹颖教授参加首届加拿大有机农业科学大会。
 23-24 日，实验室召开高产优质牧草选育研讨会。
 本月，国家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召开“2012 年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
科研专项任务签订会”，实验室张卫国副教授主持的“草原鼠害（布氏田鼠、鼢
鼠、高原鼠兔）生物防控技术的研究与示范”项目在“草原鼠害防治研究”领域
获批准，项目经费 1491 万元。
 本月，张金林副教授入选 2011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三月
 4-6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银川参加宁夏大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验收
汇报会。
 7 日，沈禹颖教授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12 日，王锁民教授主持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荒漠灌木抗
逆种苗培育及荒漠区植被恢复技术推广”通过教育部科技司组织的验收。
 13 日，任继周院士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了《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的历史更
替——历史对现代草地农业的呼唤》报告。
 15 日，学校发文聘任南志标为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盖钧镒为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17 日，张卫国副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草原鼠害
生物防控技术的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会召开。
 20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区划所遥感室副主任、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农业部重点实验站/国家重点野外实验站常务副站长辛晓
平研究员来实验室访问。
 20 日，云南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牧草研究所所长薛世明研究员访问实验
室。
 21-23 日，南志标院士赴京参加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 5
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3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英俊教授访问实
验室。
 30 日-4 月 4 日，实验室一行 15 人赴日本参加“第四届日-中-韩国际草
地大会”。侯扶江教授担任大会组委会成员，沈禹颖教授担任大会分会主席。共
展出展板 5 块，贡献会议论文 5 篇，内容涉及草地农业系统、植物病理、生物多
样性、草类种子和草地状况遥感监测等方面，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进一步提升
了实验室在国内外草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四月
 8-13 日,应南志标院士、王彦荣教授邀请, 国际草种子研究组织（IHSG）

副主席、侯任主席、著名牧草种子生产专家、新西兰皇家草地农业研究所研究员
Phil Roltson 博士和新西兰 PGG Wrightson 种子集团 John Foley 博士一行访问
实验室。
 10 月，任继周院士、侯扶江教授参加由中国农业大学张英俊教授主持的
“草地牧草利用关键技术创新与利用”技术成果鉴定会。
 11 日，王彦荣教授在北京参加“牧区饲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
示范”项目启动会。
 11-14 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丁鹏副社长就共同执行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国草业跨媒体出版工程》，率团访问实验室。
 12-13 日，任继周院士应邀参加在江苏省扬中市举行的“南方秧草协会
成立大会”并进行相关考察活动。
 17 日，任继周院士应邀参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高庙校区和常州武进
园艺产业。
 20 日，国务院学位办欧百钢处长、甘肃农业大学校长助理李发弟教授前
来实验室视察指导。
 23-25 日，傅华教授、牛得草讲师参加中国科学院碳专项草地课题 2011
年度工作总结暨学术交流会。
 23 日-5 月 5 日，中澳合作 ACIAR 项目“提高农牧业系统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中国西部农民生活水平”2012 年度工作研讨会在实验室召开。
 26 日，南志标院士赴京参加 2013 年度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项目
答辩评审会，并作为畜牧组组长，主持了对畜牧和草业领域所申报项目的评审。
 27 日，南志标院士赴安徽合肥参加由安徽农业大学主持的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沿淮低洼地农业减灾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课题验收会。

五月
 6-7 日，李春杰教授赴深圳参加深圳农科集团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任
继周院士被聘任为专家委员会成员。
 6-10 日，王彦荣教授、余玲高级畜牧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2012 年全国
牧草种子生产学术研讨会”。

 10-11 日，李彦忠教授、俞斌华讲师在宁夏参加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
技术培训活动。
 11-14 日，胡小文副教授、刘志鹏副教授参加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的
“第四届全国植物繁殖生态学学术研讨会”。
 14-18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国际知名植物分子遗传育种学家、加拿
大农业部温室和加工作物研究中心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于康富研究员访问实
验室。
 15-16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学卓越中心主
任、生态系统科学与管理系武昕原教授访问实验室。

六月
 3-7 日，王锁民教授应邀参加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牧草与
草坪草分子育种大会”。
 5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专家，赴京参加 2012 年度国家农林养殖专业
(学科)技术发明奖评审会议。
 10-15 日，任继周院士、南志标院士参加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
 13-20 日，应瑞士国家农业研究所和比利时资源、环境、人与农业研究
中心的邀请，南志标院士、沈禹颖教授对两国进行了学术访问。
 13-24 日，应南志标院士、王彦荣教授邀请，美国植物学会前主席、国
际著名种子生态学家、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 Carol Baskin 与国际著名种子生态
学家、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

Jerry Baskin 访问实验室。

 16-30 日，应侯扶江教授邀请，新西兰农学会前副主席和前主席、梅西
大学 James Millner 博士访问实验室。
 18 日，任继周院士、李春杰教授应邀出席由中国草学会在北京主办的
“6.18 草原保护日”倡议座谈会暨新闻发布会。
 18-25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农业研究所所长
David Michalk 博士和实验师 Geoffrey Miller 先生来实验室开设“草地植被快
速测定方法第一期培训班”。
 19-29 日，应王锁民教授邀请，美国塞缪尔.诺贝基金会陈汝进副教授访

问实验室。
 24-25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贵阳，作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对贵州省草
业研究所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进行了鉴定。
 30 日-7 月 1 日，柴琦副教授、刘金荣副教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国际草坪
学研究与发展策略论坛。

七月
 2-4 日，应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邀请，南志标院士考察呼伦贝尔草原。
 4-5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访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与 45 位中国科学院、
工程院的院士共同受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院士顾问。
 6-8 日，任继周院士、南志标院士出席第二届中国草业大会。
 9-11 日，南志标院士应中国农学会邀请，赴海南省海口市主持评价了“柱
花草种质创新及利用”成果。
 8-10 日，中澳合作项目“中国西部温带草原可持续放系统”年度工作会
议在实验室召开。
 10-12 日，任继周院士参加“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先生的为
人与为学学术研讨会”。
 15-16 日，澳大利亚国际研究中心（ACIAR）主任 Nick Austin 博士、
ACIAR 家畜生产系统项目主管 Peter Horne 博士，ACIAR 中国项目区办事处主
任王广林先生访问实验室。
 16-19 日，实验室教师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农学教师开设草地农业培
训班。
 17-20 日，袁明龙博士赴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参加“全国牧草虫害防控技
术学术研讨会暨草原蝗虫生物防治现场会”。
 19-31 日，英国农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反刍动物营养研究室主任闫
天海博士来实验室指导研究生工作。
 19 日-8 月 16 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博士生导师短期
出国交流项目”的资助，王锁民教授赴美国塞缪尔.诺贝基金会开展学术交流。
 20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出席由甘肃省科协﹑甘肃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兰

州大学承办的“2012 年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甘肃省分营”活动，并做了“走
近草原”的专题报告。
 20-21 日，由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我国温带草
原重点牧区草地资源退化状况与成因分析”启动会召开。
 24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农业部畜牧业司王宗礼副司长访问实验室。
 25-28 日，受农业部委托，王彦荣教授作为评审专家和国家计量认证评
审员参加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济南）的现场评审。
 26-28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2012 生态文明贵州会议”。
 28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 2012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
术交流大会。

八月
 2-8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著名草业学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原
副主任、新疆农业大学原校长许鹏先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新
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安沙舟教授访问实验室。
 4 日，任继周院士、傅华教授应邀参加阿拉善盟“钱学森草业新村”生
态治理项目专家咨商会。
 5-9 日，南志标院士赴新疆石河子市参加了“2012 绿洲现代农业发展战
略高峰论坛”。
 5-9 日，张金林副教授、包爱科讲师赴新疆大学参加“2012 年中亚干旱
区水文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响应国际会议”。
 9-12 日，应李文龙教授、梁天刚教授邀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郭旭
临教授访问实验室。
 13-16 日，成功举办“第八届国际禾草内生真菌大会”。来自美国、加拿
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典、瑞士、芬兰、以色列、中国等 9 个国家的 150
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这是该国际大会自 1990 年在美国首次召开
以来，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也是历届大会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15-23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植
物科学系 Douglas J. Cattani 博士访问实验室。

 19-21 日，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白三叶草育种家、草地农
业系统 111 引智基地项目海外学术大师 John Caradus 博士，在参加第 8 届国际
禾草内生真菌大会后，率 6 位新西兰专家访问实验室。
 19 日至 27 日，新西兰内生真菌学专家 Wayne Simpson 博士继参加“第 8
届国际禾草内生真菌大会”后，与实验室师生开展了合作研究。
 25-26 日，应中国农学会邀请，南志标院士赴京参加“奶牛饲料高效利
用与生态养殖”成果评价会。
 27 日-9 月 1 日，王锁民教授、张金林副教授应邀参加在德国汉诺威举行
的“2012 年国际盐生植物大会”，王锁民教授作了题为“Na+ transport in
halophytes”的大会特邀报告。
 28 日，与广东多机投资有限公司、河南郑州手拉手集团、青海大澈源农
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28-30 日，南志标院士出席内蒙古草原学会主办的“内蒙古草原可持续
利用论坛”，并做大会报告。

九月
 2-3 日，应国际著名树木生理学家、德国哥廷根大学森林植物学和树木
生理研究所所长 Andrea Polle 教授邀请，王锁民教授和张金林副教授赴该校进
行学术访问。
 5-20 日，应南志标院士和王彦荣教授邀请，“中新科学家交流计划”项
目执行专家、新西兰草地研究所著名植物育种和数量遗传学家 Zulfi Jahufer
博士访问实验室。
 6-8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气候变化与草地管理国
际研讨会”。
 8-9 日，南志标院士赴内蒙古锡林浩特主持“中国农科院草地植保学科
发展战略论证会”。
 10-11 日，应侯扶江教授邀请，新西兰梅西大学农业实验中心主任、农
场管理国际顾问 Tim Harvey 先生与夫人访问实验室。

 10-11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宁夏大学开展学术活动，作了题为“草业
与草业科学若干进展的报告”，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举办的“引进人才表彰
会”，作为 15 名有突出贡献的院士之一，受到自治区政府和党委的表彰。
 11-13 日，俞斌华讲师参加由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育种与种子研究室
在长春市组织召开的“牧草育种技术研讨会”。
 12 日，“草地农业与生态修复协同创新中心”被批准为 2012 年度校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8 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欧亚处处长张晓东和清
华大学武保艳参观实验室。
 19-20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出席中国工程院在陕西杨凌举办的中国工程
科技论坛第 146 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现状与发展前景”，并做了
题为“发展草地农业，促进黄土高原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报告。
 20-21 日，常州市武进夏溪花木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姚辉总经理一行访问
实验室。
 22-24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第 22 届国际草地大会组委会主席、澳大
利亚国际农业中心项目“中国温带草原可持续家畜放牧系统”主持人、澳大利亚
查尔斯特大学 David Kemp 教授考察实验室玛曲县阿孜放牧试验基地。
 23 日，应王锁民教授邀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农业生物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Randy Allen 教授和 Mohamed Fokar
博士访问实验室。
 23-24 日，段廷玉副教授参加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技术规程和质量标
准初审稿审定会议。
 23-29 日，与新西兰国家草地农业研究所联合召开牧草育种研讨会，Syd
Easton、John Ford 和 Sam Livesey 等三位新西兰科学家和实验室从事牧草育种
的教师和研究生共 20 余人参加了研讨。
 27 日，与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
 28-30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江西南昌参加江西农业大学主办的“猪牛
羊良种培育协同创新中心”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本月，张金林副教授入选首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为

畜牧与草地科学领域全国唯一的入选者。

十月
 7-17 日 ， 应 澳 大 利 亚 国 际 农 业 研 究 中 心 （ Austral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邀请，南志标院士访问澳大利亚。
 10-13 日，王锁民教授、刘金荣副教授参加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草学会
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暨第十二次草业科学专业教学研讨会”。王
锁民教授当选中国草学会第六届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锁民教授、沈禹
颖教授、林慧龙教授当选中国草学会第六届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林慧龙教授兼
任该委员会副秘书长。
 11 日，沈禹颖教授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举办的侯学煜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暨学术报告会。
 12 日，李春杰教授参加由科技部基础研究司主办的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作交流会议。
 16-18 日，由任继周院士主编的《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统稿工作会议
在南京召开。
 19-20 日，任继周院士参加南京农业大学 110 周年校庆活动。
 19-21 日，王虎成讲师、李东华讲师参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
学分会第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
 20 日，应亚洲发展银行-塔吉克斯坦农村发展项目的培训需求，实验室
举办塔吉克斯坦草地农业培训班。
 20-23 日，刘金荣副教授参加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全国会
员代表大学暨第十三次学术研讨会。
 22 日至 25 日，应王彦荣教授和张吉宇副教授邀请，新西兰草地农业研
究所植物生理和繁殖生物学家 Mike Hay 博士以及植物生理学家 Jimmy Hatier
博士访问实验室。
 23 日，任继周院士、侯扶江教授、王锁民教授、刘照辉副教授、胥刚访
问江苏科技出版社并就《中国草业跨媒体出版工程》进行座谈。
 24 日，与夏溪花木市场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24 日，任继周院士、侯扶江教授、王锁民教授等一行 5 人应邀访问江苏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并与该校领导座谈。
 27 日，草学博士后流动站唐增博士出站。
 29 日至 31 日，南志标院士、李春杰教授、李彦忠教授、张卫国副教授、
段廷玉副教授和袁明龙博士参加由全国畜牧总站和中国草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
员会主办、四川省草原总站承办的“2012 年全国草原虫害防治工作座谈会暨百
万牧鸡治蝗增收行动总结会”及“2012 年度全国草地植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草
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会议”。南志标院士当选为中国草学会草地植
保专业委员会第五届首席顾问，李春杰教授和张卫国副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段廷玉副教授当选为副秘书长，李彦忠教授和袁明龙博士当选为理事。
 31 日-11 月 2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在海南海口召
开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 2012 年年会”。

十一月
 1 日，张金林副教授与俄罗斯科学院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伊利
亚.耶夫杜奇莫夫(Ilya V. Yevdokimov)研究员联合申报的一项中-俄政府间科技
合作项目获准立项。
 1-2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的《草畜
平衡管理办法》修订座谈会。
 3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中国科协在上海主办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
集工程捐赠仪式暨 2011 年度采集小组结题验收会议。
 6-8 日，侯扶江教授、沈禹颖教授、张金林副教授、王召锋、陈先江和
常生华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国草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2 年大会”。
 7 日，博士研究生马清（导师王锁民教授）、硕士研究生李剑（导师张金
林副教授）获 2011 年度王栋奖学金。
 9 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
究”启动会在中国工程院召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院士、南志标院士等项
目负责人，方精云院士及项目组和课题组主要成员，项目顾问冯宗炜院士、李文
华院士、国家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

王宗礼，及中国工程院相关人员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3-14 日，南志标院士、李春杰教授和沈禹颖教授参加甘肃省科技奖的
评审工作。
 14-17 日，应张金林副教授邀请，澳大利亚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陈应龙博士访问实验室。
 16 日，南志标院士和侯扶江教授出席在深圳举行的“戈宝麻与人类健康
—18 万亩戈宝麻拯救、恢复工程”高峰论坛。
 17 日，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兰州)通过
“2+1”复查评审。
 17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重庆，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论证由重庆市畜
牧科学院编写完成的“重庆市草业发展战略研究”。
 22-23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专家，赴北京参加 2012 年度教育部“创
新团队发展计划”申报项目评审会。
 29-30 日，南志标院士赴京参加农业部牧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2 年年
会。
 30 日，李春杰教授参加由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种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在昆
明主办的“全国第七届种子病理学学术研讨会”，做了题为“内吸性杀菌剂对中
华羊茅内生真菌的影响”的大会报告。
 30 日，实验室教师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举办第 2 期草地农业培训班。

十二月
 6 日，南志标院士、李彦忠教授赴京参加 2013 年度公益性行业（农业）
科研专项启动会议。南志标院士主持《草地病害防治研究与示范》是实验室主持
的第 2 个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7 日，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2 年版，
《草业学报》、
《草业科
学》影响因子分别为 2.993 和 1.356，在全国 1998 种统计源期刊中分别排名第 2
位和第 42 位，综合指数排名分别为 12 和 161，并继续保持在畜牧兽医类期刊中
第 1 和第 2 的领先地位。
《草业学报》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连续十年）。
 7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 2011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结果。SCI 收录中国农学领域科技论文数量，我校居全国高校第 20 位。实验
室梁天刚教授为第一作者在《草业学报》上发表的论文《2001-2008 年甘南牧区
草地地上生物量与载畜量遥感动态监测》获“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9 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魏二立副旗长、旗草业办、农牧局和部分乡
镇领导，百绿国际草业（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谷一行 9 人访问实验室。
 10 日，王晓娟教授被评为兰州大学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
 11 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
究”第一次项目交流会在北京召开。项目负责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院士、
任继周院士、南志标院士，项目顾问或课题组长冯宗炜院士、盖钧镒院士、荣廷
昭院士、李宁院士与项目专家、组员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11-19 日，李春杰教授访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农业生物科学研究中心和
生物安全中心。
 19-20 日，召开 2012 年度科研报告会。
 19-20 日，南志标院士在云南省景洪市参加由中国工程院农学部主办，
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我国农作物南繁育
种及南方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科技论坛”。
 21 日，南志标院士参加由荣廷昭院士主持的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发展新型饲用作物，调整种植业结构，促进西南地区草食性畜牧业持续健康发
展”中期汇报会。
 24-26 日，南志标院士、王彦荣教授和刘文献副教授在云南省昆明市开
展科研活动。与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商讨了开展牧草种质资源创新利用、
草畜结合及天然草地改良等方面的研究。
 27-30 日，南志标院士、王彦荣教授、刘文献副教授等应邀赴贵州省农
业科学院开展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