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3 年大事记
一月
 3-5 日，由南志标院士与西悉尼大学 Bill Bellotti 教授主持的澳大利
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项目“提高农牧业系统资源利用效率，改善西部
农民生计”成果应用研讨会在实验室举行。
 4-7 日, 南志标院士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 2012
年年终总结及人员考评会议”。
 7 日，南志标院士访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8-10 日，王彦荣教授、张吉宇副教授、李东华讲师在成都参加了公益性
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牧区饲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2012 年
度工作总结会议。
 11 日，应侯扶江教授邀请，日本鸟取大学干旱区研究中心主任恒川笃史
教授和立石麻纪子博士访问实验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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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题“中国草地现状与区域分区”第一次课题研讨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召
开。
 14-15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银川市，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宁夏回族
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组织的宁夏大学提升综合实力建设资金规划审核论证会。
 14-15 日，实验室组织有关专家对王彦荣教授负责修订的草种子检验规
程方面的 10 个国家标准和南志标院士负责制定的草品种区域试验测试规范—抗
病性测定进行了会议预审。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通过审定，并建议标准起草单位
根据专家审定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报送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
 18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重大研究计划结
束评估会议在北京召开，任继周院士和南志标院士应邀并分别作为该研究计划指
导专家组成员与评估专家组成员参会。

 18 日，侯扶江教授、王静副教授、常生华实验师赴定西考察甘肃现代草
业发展有限公司饲草加工厂，参观了饲草加工车间、牧草产品贮备库、牧草试验
田和在建的产品检测室。
 18-20 日，李发弟教授、李东华讲师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动物营养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2013 年学术年会。
 21 日，实验室组织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研讨会”。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科院寒旱所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中科院重点实验室赵
文智研究员应邀作了“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体会”的报告；实验室王锁民教
授作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浅议”的报告。
 23 日，学校发文聘任李凤民、杜国祯、李春杰和侯扶江为草地农业生态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此前，国家科技部和学校曾相继发文，任命南志标
院士为实验室主任、盖钧镒院士为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任继周院士和方精云
院士、山仑院士、荣廷昭院士等为学术委员会成员。至此，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已建立完整的领导班子。
 28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专家组长，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科技基础性工作
专项重点项目“格网化资源环境综合科学调查规范”2012 年度工作会议。
 28 日，中国草学会能源草专业委员会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任继周院士、
王召锋老师、胥刚老师参会。
 29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结
果，实验室草学一级学科在全国参评的 20 所高校中排名第 1。据悉，这也是兰
州大学参评学科中唯一的名列第一的学科。
 29 日，南志标院士在京分别主持了“草原虫害生物防控综合配套技术推
广应用”和“草原蝗虫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两项科技成果鉴定会。
 31 日，甘肃省学位委员会、甘肃省教育厅发文公布了第五批甘肃省重点
学科名单，实验室草学学科被批准为甘肃省一级重点学科。
 31 日，王锁民教授荣获“甘肃省基础研究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月
 2 日，任继周院士参加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院士 2013 年新春座谈会。

三月
 5 日，段廷玉副教授参加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会议。
 6-7 日，实验室召开高产优质牧草选育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西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华南
农业大学及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和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共 30 余人与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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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题“农区草业与食物安全研究”研讨会在四川成都成功举行。
 18-21 日，第 11 届国际干旱区开发大会在北京召开，侯扶江教授、程云
湘副教授、陈先江博士参加了会议。
 25-27 日，2013 年全国现代畜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
开。南志标院士和李发弟教授分别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运行、草业产
业技术体系的设臵、近 3-5 年草业与肉羊产业的科技需求和肉羊育种科技工程的
实施等进行咨询和发言并得到与会者的认同和好评。
 本月，王锁民、龙瑞军两位教授享受 2012 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月，肖金玉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学习交流一年。

四月
 1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
2013 年“国家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和“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评审推荐会。
 1-2 日，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2 年项目现场经验交流会
暨中期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任继周院士采集小组的侯扶江与胥刚两位老师参
会。
 4-6 日，侯扶江教授、李发弟教授率队考察了民勤陇原中天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勤锋滩种羊饲养基地和北郊肉羊屠宰及精深加工生产线，永昌县朱王堡镇
三洋饲料公司、西大滩种羊场，实验室临泽试验站，肃南县马蹄乡养羊专业户。
 8-9 日，由南志标院士为首席专家的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

项目“草地病害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启动会议在实验室召开。
 9 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
宝印，重点建设处处长赵玉霞，正处级调研员林晓青一行来实验室调研，视察实
验室建设。
 12 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理学院主管国际合作副院长、昆虫学家
Michael Keller 博士来实验室做学术交流。
 15 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市长 Bob Parker 一行访问实验室。
 22 日，国际草种子研究组织（IHSG）副主席、新西兰草地农业研究所资
深科学家 Phil Rolston 博士访问了实验室。与王彦荣教授及其团队就本年度在
新西兰林肯举办牧草种子生产培训班、国际牧草种子大会和 2015 年由实验室承
办国际牧草种子大会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26 日，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
略研究”启动会在北京举行。任继周院士负责“畜牧业文化遗产战略研究”子课
题并出席会议。
 本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公布了 2013-2017 年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名单，实验室龙瑞军教授担任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锁民
教授担任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五月
 5-9 日，李彦忠教授在内蒙古和宁夏调查紫花苜蓿大面积未返青原因。
 10 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草地的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
研究”第六课题（综合组）“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构想和建议”第
一次项目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15 日，任继周院士访问南京农业大学草业学院。
 16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届中国人口资源
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并做了“发展草地农业，建设美丽富裕乡村”的主题演讲。
 22-23 日，胡小文、张吉宇副教授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参加学术活动。
 24-26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贵阳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

科协年会，开展了学术交流并接受了贵州电视台采访。分别在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分会场和贵州大学分会场做了“草地畜牧业与牧草育种研究进展”和“草地农业
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26-27 日，南志标院士应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邀请，主持评审了由该院农
业生态研究所完成的“豆科决明属牧草的营养品质及新品种筛选利用研究”项目。
 28-29 日，王彦荣教授和刘文献副教授参加了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的草品
种“三性”测试启动暨 2013 年度工作交流研讨会。

六月
 1-15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James J. Elser 教授和 Monica M.Elser
副教授来实验室访问。
 5 日，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举行梅西大学主题活动晚宴，任继周院士、侯
扶江教授应邀出席。
 5-6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农科院院长高层研讨
会。
 12-18 日，王彦荣教授应邀参加了国际种子检验协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
召开的第 30 届国际种子大会。王彦荣教授继续当选为 ISTA 活力技术委员会下一
届（2013-2016 年）的技术委员。并将承担负责牧草种子活力测定方法研发的任
务。
 15-17 日，南志标院士、王锁民、张金林、包爱科、刘志鹏、张丽静参
加在在银川市召开的“中国草学会草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
国草业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草学会草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筹委会上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实验室南志标院士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王锁民教授
当选为副理事长，张金林、刘志鹏、张丽静和包爱科当选为理事，未丽当选为副
秘书长。
 18-19 日，由全国畜牧总站主办、四川省草原工作总站承办的“全国牧
草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技术及项目管理培训班”在四川成都举行，李春杰教授为培
训班做了题为“草病识别与治理”专题讲座。
 22-7 月 2 日, 王彦荣教授、胡小文、尚占环、曾彦军副教授前往沈阳参

加第四届国际种子生态大会。
 23-29 日，任继周、南志标院士出席中国工程院 2013 年院士增选第一轮
评审会议。
 23-27 日，第 4 届国际温室气体与草地农业大会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举
行，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和陈先江讲师参加。
 26 日，应王锁民教授邀请，美国塞缪尔.诺贝基金会文江祁博士访问实
验室，为实验室师生作了题为“Facilitating legume research: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edicago mutants”的学术报告。
 27 日，沈禹颖教授被评为兰州大学 2013 年“师德标兵”。
 28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李宁院士主持的“养殖产业（动物源食品）
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启动会。

七月
 1-10 日，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 Paul W Paré教授来实验
室访问讲学。
 5 日，实验室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会。
 6-7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银川，参加宁夏现代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并
做大会主题报告。
 7-20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Sharon J. Hall 副教授
于来实验室访问并讲学。
 8 日，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应邀参加由甘肃省农牧厅组织的“甘肃
省第二次草原资源普查技术文件审定会”。
 9 日，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王乘一行参观实验室智能温室。
 10-11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专家，在北京参加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生
命科学 1 组）评审会议。
 14-18 日，
“第十二届国际草坪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任继周院士、南
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参与大会一系列学术活动。
 15-16 日，李春杰教授、李彦忠教授参加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和内蒙古农业大学承办的第九届国际有毒植物大会。

 18-19 日，应王彦荣教授邀请，新西兰前草地协会主席、PGG Wrightson
种子集团首席科学家 Alan Stewart 博士，该公司的中国区业务发展专干吴稚光
和国际部驻北京专干张奕先生一行 3 人访问了实验室。
 24 日，
《中国草业百科全书》编撰启动会在学校召开。
《中国草业百科全
书》将是继任继周院士主编的《草业大辞典》之后，我国草业科学领域又一部里
程碑式的大型专著，对草业科学和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4-26 日，中国草学会理事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十一
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马启智同志应邀来实验室参加草业科学的系
列学术活动。
 25-26 日，中国草学会草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全国草
业科学研究生论坛暨《草业科学》创刊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
馆召开，主题是草地农业与生态文明。中国草学会理事长马启智、中国工程院院
士任继周、罗锡文、南志标、农业部全国草原监理中心副主任刘加文、国务院学
位办欧百钢处长、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
研究所所长侯向阳、宁夏大学副校长谢应忠、石河子大学副校长马春晖、江苏科
技出版社社长金国华、甘肃省科技厅副厅长毛曼君、我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
王乘、副校长潘保田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
院、高等院校、企业等 50 余个单位的专家、学者、研究生、企业家 200 多人参
加了会议。
 25 日，任继周院士编著的《草业科学论纲》专著首发式在我校举行。
 26-28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参加中国科协组织的“陕西土地工程调研”
院士专家行活动。
 28-31 日，李发弟教授、龙瑞军教授、侯扶江教授、王虎成副教授、尚
占环副教授参加了第四届发展中国家畜牧可持续发展大会。
 29 日，马来西亚 Putra 大学副校长 Mad Nasir Shamsuddin 教授一行 3
人访问实验室。
 30 日，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生态大讲堂暨
《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系列专著新书发布会和庆祝李文华院士从业 60 周年大
会在北京召开，任继周院士应邀参会并作报告。

八月
 3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出了在我校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口腔医学教育学术
研讨会开幕式，并作大会特邀报告。
 4 日，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项目“高效利用中国西部农
牧资源，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科技与政策座谈会在实验室举行。
 5 日，我国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玉满来实验室访问作了题为“从世界奶业发展规律看
我国奶业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7-9 日，南志标院士和王彦荣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赴张掖市参加第四届
“绿洲论坛”开幕式和首场报告会
 10-13 日，南志标院士和团队成员段廷玉副教授，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参加了由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 2013 年度“中国牧草生产技术交流研讨
会暨产品展示会”。
 16 日，贵州省毕节市畜牧水产局牛贵河局长、王勤副局长、草地中心周
礼伦主任，纳雍县农牧局蔡华局长、办公室刘健主任一行五人专程来实验室访问。
 18-19 日，应内蒙古紫潼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盐碱土壤改造技术内蒙
古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邀请，王锁民教授和张金林副教授赴该中心位于通辽市科
尔沁左翼中旗的盐碱化草原治理示范基地考察。
 19-22 日，第四届国际农作制度设计大会在兰州召开，由沈禹颖教授指
导的硕士研究生杜珊珊、杨惠敏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振南荣获三等奖。
 20-22 日，南志标院士、王锁民教授、张吉宇副教授、张金林副教授参
加在哈尔滨市召开的中国草学会牧草育种专业委员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大会
闭幕前还进行中国草学会牧草育种专业委员新一届（第八届）理事会的选举工作，
王彦荣教授、王锁民教授、张吉宇副教授和张金林副教授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理
事，王锁民教授同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副主任。
 21 日，南志标院士专程赶赴江苏省镇江市，在江苏大学参加《中国草业
百科全书》草业机械分支学科编写组的编写启动会。
 23-26 日，南志标院士和张自和教授参加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苜蓿发展大会。
 26-30 日，由国际植物病理学会主办、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承办的第 10 届
国际植物病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李春杰教授、李彦忠教授、张兴旭博士、古丽
君博士参会。
 27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专家，在北京参加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联合
资助的 2014 年度“111 创新引智基地”的初评。
 28-29 日，南志标院士赴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参加中国内蒙古（锡林浩特）
首届牧草产业博览会，并在开幕式做即席讲话。
 30 日-9 月 2 日，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草类植物病理学家
Martin Barbetti 及其团队成员 You Mingpei 博士、Fang Xiangling 博士一行访
问实验室。
 31 日，“牧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第二次项目交流会
在实验室召开。
 本月，刘兴元、王虎成、刘志鹏、胡小文、包爱科 5 人入选“国家公派
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含博士后）项目”。

九月
 3 日，实验室举办 2013 年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李文龙教授获一等奖，张
金林副教授和张丽静副教授获二等奖，金樑副教授和张吉宇副教授获三等奖。
 4 日，《中国草业百科全书》“草业系统组”编撰启动会在实验室召开。
 6 日，农业部信息化办公室郭作玉副主任、孙锐副处长、刘洋，以及甘
肃省农业厅农业信息中心高兴明主任一行来实验室调研。
 8-14 日，应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植物生物学院院长 Tim Colmer 教授和地
球与环境学院陈应龙博士的邀请，王锁民教授、包爱科副教授和吴彩霞高级实验
师赴澳大利亚珀斯、奥尔巴尼和悉尼等地进行学术访问，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
活动。
 10 日，安黎哲副校长代表学校专程来实验室看望任继周院士和南志标院
士，向两位院士表达了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12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了“建设生态草业特区”高层研讨会。

 14-16 日，李春杰教授参加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承办的全国第二届植保
学院院长(学科点负责人)联谊会。
 18 日，实验室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
 20-26 日，王彦荣教授与胡小文副教授赴新西兰基督城参加了国际草种
子组织主办的 Workshop。
 21 日，《中国草业百科全书》“草地资源组”讨论会在实验室召开。
 22 日，
《中国草业百科全书》
“草原文化组”第一次讨论会在实验室召开。
 23 日至 25 日，南志标院士和刘志鹏博士参加了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四
届国际牧草育种会议”。南志标院士做了题为“Endophyte and Grass Improvement
for Chinese Grasslands”的特邀报告，并主持了“Breeding for New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Systems”主题的相关报告。
 24 日，
《中国草业百科全书》
“草地动物组”第一次讨论会在实验室召开。
 26 日，实验室外籍专家 Kadambot H.M. Siddique 教授荣获 2013 年度甘
肃省外国专家“敦煌奖”。
 27 日，《草业学报》荣获 2012 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这是本
刊连续 11 年获得这一奖项。
 30-10 月 3 日，胡小文博士赴新西兰北帕默斯顿参加由国际种子检验协
会（ISTA）举办的净度分析 Workshop。
 本月，梁天刚教授主讲《草业信息学》课程获“甘肃省高等学校精品课
程”荣誉称号。
 本月，“甘肃省西部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评为 4A 级组织。

十月
 8 日，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在我校副校长安黎哲教授的陪同下访
问实验室，与南志标院士就高校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1 日，南志标院士在成都四川农业大学温江校区作为项目顾问，参加了
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发展饲用作物，调整种植业结构，促进西南农区草食
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研究”中期汇报会。
 11—12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

西农业大学承办的教指委第一次会议在地处三晋腹地的太谷县召开。教指委主
任、实验室龙瑞军教授致辞，开幕式由教指委秘书长、实验室王锁民教授主持。
 14 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项目院校生态学工作会议在我校科学馆
201 会议室召开，并举行“上合组织大学生态学中方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合
组织大学生态学研究中心依托我校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南志标院
士负责领导学术委员会和协调工作组。
 15 日，召开实验室全体人员大会。
 16-17 日，中国农业出版社赵立山副总编、养殖业出版分社黄向阳社长
和郭永立编审来实验室访问。
 16-18 日，王彦荣教授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的质量认证和计量认可的复审工作。
 18-19 日，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任继周院士获“中国资源科学成就奖”。
 18-20 日，王彦荣教授参加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种子科学与
技术研讨会，应邀做了“禾草种子半透层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19 日-21 日，由中国草学会主办，内蒙古农业大学承办的“草学学科建
设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实验室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和唐增副教授参
加了会议。
 20 日，首届世界农业奖颁奖典礼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任继周院士受邀
出席颁奖典礼。
 21 日，国家科技部发布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4
年度立项项目清单。南志标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的“重要牧草、乡土草抗逆优质
高产的生物学基础”项目继其在 2007 年获得首个 973 计划项目后再次获得该计
划资助，项目批准经费 2800 万元。根据国家 973 计划工作安排，项目将于 2014
年启动实施。
 21 日，
《中国草业百科全书》
“草地管理组”第一次讨论会在内蒙古农业
大学召开。
 22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评审委员会主任，在北京主持了中国草学会科技
奖评审。

 22 日，实验室召开中心学习组成员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了习近平、刘云山、刘奇葆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认真学习了校党委印发的《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
《关于
开展正风肃纪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并对下一步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作出部署。
 22-25 日，李春杰教授出席了在青岛举办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3 年学术年会”，并获“第四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
科技奖”。
 24-28 日，依托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草地病害防治
技术研究与示范”和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项目病虫防控研究室，由农业部全国
畜牧总站和实验室主办的“第一期全国草地病害诊断与调查技术培训班”在实验
室开班。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 6 省区的草原总站及牧
业县草原站、公益性行业项目各协作单位、草业公司的 70 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25 日，任继周院士应邀访问了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26 日，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2013 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在
郑州大学举行。任继周院士应邀出席会议并作大会特邀报告。
 26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我校杰出校友、新西兰梅西大学纪维红教授
来实验室访问。
 本月，王玉金博士在刘建全教授的指导下，与德国、西班牙等国科学家
一道，经过多年的艰苦野外科学考察，收集野生关键形态性状和采集实验材料；
综合利用形态学、微形态性状，特别是蓟族分子系统学等证据，确立了菊科植物
一新属，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尚武菊属(Shangwua)。这是兰州大学历史上发表的第
一个植物新属。

十一月
 1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之后，出席了“奶
牛优质饲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鉴定会。
 6-8 日，2013 中国草原论坛在重庆市隆重召开，南志标院士做了题为“发

展草地农业、建设美丽牧区”的大会报告，侯扶江教授做了“退化高寒草甸的生
态恢复”的分会报告。
 12 日，南志标院士赴陕西杨凌，参加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依托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建设的“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验收，并任专家组
长。
 15 日，《中国草业百科全书》“草类生物工程”组讨论会在实验室召开。
 17-19 日，张小虎、刘金荣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场地
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刘金荣当选为常务理事。
 18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召开 2013 年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盖钧镒院
士、副主任方精云院士，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仑院士、任继周院士、荣廷昭院士、
李宁院士、南志标院士、张福锁教授、贺金生教授、王加启研究员、李凤民教授
和刘建全教授等出席。
 18-19 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
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宁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
大学贺金生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王加启研究员访问我校，并为师
生做了四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21 日，国际著名综合学术刊物 NatureCommunications 在线发表了实验
室有关胡杨抗逆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
 22 日，南志标院士主持的“民勤可持续草地农业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和侯扶江教授主持的“玛曲退化草地主要毒害草防控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两
个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顺利通过验收。
 25-27 日，张卫国教授、南志标院士分别作为“草地鼠害防治技术研究
与示范”和“草地病害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在北京向农业部科教司和畜牧司有关领导及专家组成员，汇报了 2013 年度项目
进展情况。
 26 日，实验室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27-12 月 3 日，新西兰梅西大学何雄钊博士为实验室师生做了《Basic

statistical analysis》和《Pest management in New Zealand Pastures》学
术报告。
 27-29 日，由农业部草业产品质检中心承办的国家草种质资源库库存材
料评价分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张吉宇副教授参加了研讨会。
 本月，教育部公布了 2013 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名单，由侯扶
江教授牵头的“草地农业系统耦合与管理”团队成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

十二月
 1-2 日，南志标院士应邀赴京参加“饲草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与创新利
用”科研成果鉴定会。
 5 日，我校萃英讲席教授、新西兰梅西大学 Cory Matthew 教授来实验室
作了“Emerging information on agronomic traits contributing to drought
resistance in Perennial Ryegrass and Tall Fescue”学术报告。
 6 日，李春杰教授出席由中国草学会草地植保专业委员会举办的 2013 年
度全国草地植物保护研讨会。
 10 日，日本鸟取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安藤孝之教授、干旱区研究中
心主任恒川笃史教授来实验室商议深化两校人员和学术交流事宜。
 10-11 日，实验室召开第 33 届科研报告会。
 12-13 日，日本鸟取大学干旱区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
点实验室、实验室的 21 位中日科学家联合考察了中国科学院民勤荒漠化综合防
治试验基地、民勤勤锋滩种羊饲养基地等，在勤锋滩种羊饲养基地参加了“兰州
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学科研基地”的揭牌仪式。日本鸟取大学干旱区研究中
心主任恒川笃史教授、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教授和实验室院长侯扶江教
授、李发弟教授等参加了考察。
 15 日，任继周院士在北京参加任继愈研究会 2013 年年会。
 16-17 日，南志标院士、李春杰教授在兰州参加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的评
审。
 18-20 日, 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畜牧业标准审定会在北
京召开，王彦荣教授主持修订的《草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等 10 个国家标准顺利

通过审定。
 20-22 日，由中国草学会主办、天津市畜牧兽医局承办的“中国草学会
2013 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侯扶江教授代表草地生态专业委员会做
了题为“草原管理”的工作报告，主持了天然草地组的分会报告。侯扶江、李春
杰出席了中国草学会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学会下一年工作计划、中日韩草地大会
等事宜。
 21-23 日，中国科协 2012 年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验收会在
天津召开，侯扶江教授汇报了任继周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
 24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 25
周年座谈会及 2013 年年度学术委员会。
 26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专家组长在北京主持论证了农业部编制的“草原
防灾减灾工程规划（2014-2020）”。
 27 日，实验室举办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交流及动员会。
 29 日，实验室在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产学研示范基地。
 30 日，刘伟平省长看望慰问南志标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