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大事记
一月
 4 日，南志标院士和李发弟教授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参加学术活动，并对‚延
边牛新品种和草原红牛新品系培育及关键技术创新‛项目进行评价。
 6 日，甘肃农业大学原副校长赵有璋教授访问实验室，并作题为《羊年谈中国
的羊文化》的报告。
 11-13 日，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经费专项项目‚草地病
害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2015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11-23 日，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王成纲副教授来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南志
标院士会见王成纲。
 13 日，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重点项目‚在开放市场下牛
羊肉对猪肉的替代动态均衡研究‛启动会召开。
 13 日，南志标院士在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与云南省农业厅有关领导和该
院科研骨干进行了座谈。
 14-15 日，南志标院士在呼和浩特市主持 973 计划基础项目‚区域特有或濒危
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基础‛的验收工作。
 14-19 日，王锁民教授和张金林教授赴巴基斯坦参加第 5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和
第 14 届巴基斯坦全国植物学大会，并赴卡拉奇大学、巴基斯坦科学基金委员
会和赫里普尔大学进行访问交流。
 16-22 日，中国人民大学仇焕广教授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讲授
了《计量经济学》研究生专业课程。南志标院士会见了仇焕广。
 19 日，学校发文聘任刘志鹏、胡小文为教授，聘任张兴旭、李旭东为副教授，
聘任李丽华为副研究员，李飞由副研究员转为副教授。
 23-24 日，南志标院士赴山西省晋中市指导当地农牧业生产。

 26 日，农业部草种质检中心余玲副主任在昆明参加由全国畜牧总站组织召
开的 2016 年草业形势分析会。
 27 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批准清华大学自动化实验教学中心等
100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通知》（教高厅函[2016]7 号），草地农业
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草业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本月，学校聘任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思明为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教授 Dvid Kemp 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副教授
Owen Rowland 为萃英讲席教授。
 本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牛得草副教授(美国弗吉利亚理工大学)、李旭
东副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赴国外交流访问一年。

二月
 10-18 日，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萃英讲席教授‛、英国农
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阎天海博士，陈先江博士和常生华实验师参加在
墨尔本举行的第 6 届国际温室气体与有畜农业大会。
 19 日，甘肃省学位委员会、甘肃省教育厅下文（甘学位“2016”3 号），
+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马清的学位论文《Na 在多浆
旱生植物霸王适应盐和干旱中的生理作用及其分子基础研究》（导师王锁
民教授），硕士研究生牟晓明的学位论文《青藏高原东北缘高寒草甸植物
群落空间格局研究》（导师于应文副教授）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
 24-26 日，李春杰教授在广西北海召开的‚全国草地有害生物防控培训班‛
上授课。
 27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第十
四届‚青年科技奖‛林业和动物科学组的评审。

 28 日，侯扶江教授和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院黄必志院长在云南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推介暨招商大会开幕式上签订院所科技合作协议。
 28-29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国家牧草产业体系执行专家组扩大会议。

三月
 5 日，实验室荣获云南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介暨招商大会优秀招商奖。
 9-17 日，受农业部畜牧业司和全国畜牧总站的指派，李发弟教授赴内蒙古自治
区和天津市开展肉羊育种工作调研。
 15-17 日，余玲、张建全、刘文献和刘亚洁参加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的全国草
种质量监督抽查技术培训班暨草种质检体系工作座谈会。
 17 日，南志标院士参加由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召开的生物领域和
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指标体系研讨会。
 19 日，应全国畜牧总站的邀请，南志标院士作为专家组组长，在北京主持‚草
原鼠害绿色防控技术‛成果鉴定会。
 28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外国大厦参加《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全体编委会会
议。
 28 日，中国工程院学部咨询项目‚中国牛羊肉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在京召开项
目启动会。项目负责人任继周院士、李发弟教授等参会。
 29-30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七大农作物育
种‛2015 年度项目评审。
 10-31 日，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测测试中心（兰州）对广西畜
牧研究所牧草研究室副主任易显凤研究员一行 5 名草业科技人员进行为期 20
天的‚草种及草品质检验检测技术培训‛。

四月

 3 日，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世清研
究员访问实验室，并做题为《旱作玉米高产高效的地上地下相互作用机制、
调控途径及区域模拟》的学术报告。
 4-7 日，巴基斯坦 COMSATS 信息技术学院萨希瓦尔校区副校长 Abdul
Waheed 教授及其团队骨干成员 Muhammad Ibrahim 博士一行访问实验室。
 5 日，实验室博士研究生高鹏（导师南志标）、硕士研究生肖玉（导师郭正刚）
和牛舒琪（导师张金林）荣获 2015 年度‚王栋奖学金‛。
 6 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Paul Thomassin 教授，我校萃英讲席教授、澳大
利亚查尔斯特大学 David Kemp 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桔镇农业研究
所所长 David Michalk 博士一行来访。
 7 日，南志标院士参加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的北京市生鲜乳质量安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第一次技术委员会会议。
 7 日，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原成员、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安沙
舟教授来访，并做题为《新疆草地资源、利用、问题及对策》的学术报告。
 13-14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西郊宾馆主持召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草学学
科评议组会议。
 14 日，巴基斯坦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席、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
学院院士 Muhammad Ashraf 教授一行来访。
 15 日，实验室与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签定产学研合作协议。
 21 日，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和食品科学院院长 Karin Wittenberg 教
授、张强教授和理学院周学志博士一行来访，并分别做了题为
《Research to Advanced Agriculture》、《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与食
品学院国际学生项目及影响》的报告。
 22 日，校长王乘、副校长潘保田主持召开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迎
评现场办公会。

 27-29 日，常生华、陆妮和吴淑娟参加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高校实
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系列活动暨第 47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
示会。
 27-29 日，柴琦副教授、肖金玉博士、俞斌华博士和王丽佳博士参加在中
国农业大学召开的由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一
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教学与写作师资培训班。
 28 日，甘肃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五一劳动奖大会在甘肃大剧院隆
重举行。南志标院士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五月
 3 日，南志标院士当选兰州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其下设理工农科委
员会委员，侯扶江教授当选兰州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下设理工农科委员会、
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学风建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王锁民教授当选兰州大学第
六届学术委员会下设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委员。
 6 日，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农业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刘贵河教授、动物科技学
院动物科学系主任吴淑芹教授、动物科技学院畜牧生产教研室主任赵月平副教
授和药学教研室主任李喜旺教授一行访问实验室。
 7 日，南志标院士在南京农业大学参加草业科学发展论坛暨 2015 年度‚王栋奖
学金‛颁奖典礼。
 13 日，任继周院士在北京参加由农业部畜牧业司组织的《全国草食畜牧业发展
规划（2016-2020 年）》专家论证会，并担任专家组组长。
 13 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动物分子营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建新
教授来访，并作题为《低值粗饲料饲喂奶牛的营养与代谢缺陷》的学术报告。
 14 日，全国农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养殖领域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暨领域建
设与培养工作研讨会在实验室召开。

 15 日，国务院学位办欧百钢处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陈玉林教授来访，并分别
做了题为《人眼看家畜——家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贡献》和《CRISPR/cas9
介导的基因编辑绒山羊研究》的学术报告。
 20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
利用与禁牧政策适时调整的研究‛启动会。
 20 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园艺系赵炳宇副教授来访，并做了题为
《Systemically Evaluation and Genetic Improvement of Switchgrass
Drought Tolerance‛》的学术报告。
 20-24 日，南志标院士访问贵州农科院草业研究所独山种质圃、遵义市凤冈县
长博养殖业公司和朝阳茶叶公司和贵州大学。
 24-26 日，南志标院士在重庆参加第七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
 25-29 日，国际知名土地利用规划专家、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农业科学和
自然资源学院副院长 David Weindorf 博士一行来访，并做题为《Overview of
Texas Tech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的学术报告。
 29 日-6 月 11 日，国际草原管理学家、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Angerer 博士来我院
讲学。
 30 日，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范伟兴研究员和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佳
堃副教授来访，并分别做题为《布鲁氏菌病的危害与防护防控》和《Fiber
supplementation alters the development of ruminant gastrointestinal
tracts》的学术报告。
 30 日-6 月 3 日，任继周院士、南志标院士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程院第十
三次院士大会。
 本月，南志标院士入选第七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本月，资产处、后勤处负责人赴实验室庆阳、临泽试验站检查工作。

六月
 1-10 日，我校萃英讲席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Owen Rowland 副教授访来访，
并做题为《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regulated production of protective
surface lipid barriers in plants》的学术报告。
 4 日-6 日，南志标院士在海南主持‚高产优质狼尾草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成果的第三方评价。
 5 日，蒙草草原生态修复院士专家工作站举行揭牌仪式，实验室与蒙草抗旱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荒漠草原生态修复合作》协议。任继周院士、侯扶江教授
等出席揭牌仪式。
 6 日，任继周院士应邀访问中国农科院草原所，并作了题为《<中国草地生态保障
与实物安全战略研究>的几点体会》的报告。
 6-8 日，段廷玉副教授参加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会在海口举办的 2016 年畜
牧业标准编制培训班。
 8 日，李发弟教授参加中国工程院学部咨询项目‚中国牛羊肉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综合组第一次课题交流会。
 10-12 日，兰州大学草学学位授权点现场评估会在实验室召开。
 11 日，南志标院士在实验室主持召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草学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
议。
 11 日，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院长韩国栋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草地
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德利教授来访，并分别做题为《草地家畜系统可持续管理》和
《Species Interactions and Their Effects in Grasslands》的学术报告。
 15-16 日，南志标院士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草业科学专业的师生座
谈，参加西北农林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并受聘为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参观了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16-17 日，李春杰教授出席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蒙古高原草地生态国际
研讨会‛，并做了题为《Symbiosis of Drunken Horse Grass Endophyte in
China》的学术报告。
 16-17 日，沈禹颖教授、岳利军实验师代表草业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参
加在成都召开的‚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西北、西南区第七届
工作研讨会‛。
 18 日，中国草学会和农业部有关单位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共同举办‚纪念《草原
法》颁布 31 周年，倡导设立‘6.18 草原保护日’‛主题活动。任继周院士参会
并发表讲话。
 18-20 日，南志标院士在西宁参加由青海省科技厅主持召开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科技支撑院士专家咨询会‛。
 21-22 日，由任继周院士和南志标院士等发起的 565 次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
饭店召开。侯扶江教授、李发弟教授和沈禹颖教授参加了会议。南志标院士和方
精云院士作了主题评述报告，傅廷栋院士、黄季焜教授、张福锁教授等 11 位专
家分别作中心议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任继周院士参加了讨论。
 23 日，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 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北京香山
饭店召开。
 27-28 日，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李发弟教授、李飞副教授和萃英讲席教授、
英国农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阎天海等参加‚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学科传承发
展与技术创新学术研讨会‛，南志标院士做大会主题报告《禾草内生真菌与家畜
生产》，阎天海做专题报告《动物低碳养殖理论与技术》。
 本月，甘肃省教育厅印发《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公布 2015 年甘肃省研究生联
合培养示范基地名单的通知》（甘学位“2016”8 号），实验室畜牧学与甘肃中
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请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获得批准。
 本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布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
授、李发弟教授入选畜牧学部学术委员。

七月
 4-6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何梁何利奖科技进步奖—农学奖评审。
 5 日，兰州大学报刊登《萋萋丰草情——记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王锁民教授》。
 7 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任继周院士《农业危机有待“草地”化解》。
 7-10 日，南志标院士访问河北省衡水市的河北省农科院旱农研究所和河北农业大
学。
 6-8 日，李春杰教授出席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召开的“全国草地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研讨会”，并做了题为“利用禾草内生真菌进行禾草有害生物防治研究”的学术报告。
 17 日，南志标院士参加‚定西建设中国西部草都，加快草牧业发展高层研讨会‛，
考察定西民祥牧草有限公司和甘肃现代草业发展有限公司。
 18 日-7 月 22 日，侯扶江、王锁民、梁天刚、李文龙、黄晓东、王召锋、吴彩霞、
高淑兰、冯琦胜、吴淑娟等 10 人参加在加拿大萨斯卡通市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天
然草地大会，侯扶江教授、王锁民教授、王召锋博士等作了 4 个大会报告，侯扶
江教授被选为 IRC 连续委员会委员。
 22-25 日，李万宏博士参加中国奶业协会第 30 次繁殖技术学术年会。
 23 日，中国工程院副秘书长兼一局局长吴国凯来访。
 26 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实验室主任贾仲君研究员来访，
并做题为《微生物的多样性与多样的微生物——以甲烷和氨氧化的关键微生物过
程为例》的学术报告。
 28-29 日，南志标院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主持了教育部创新团队‚草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研究‛的建设验收。
 28-29 日，李发弟教授在北京参加 2016 年地方高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
划‛）专家评审会。

 31 日-8 月 2 日，南志标院士、李春杰教授、段廷玉副教授、张兴旭副教授参加
在新疆奎屯市举行的中科羊草现场观摩会。
 本月，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 Fellow 评选委员会表彰实验室兼职教授黄季焜
在科学研究、培养学生、机构建设和政策影响方面对农业经济专业做出的不寻常
贡献。黄季焜教授是中国第一位 AAEA Fellow 获得者。
 本月，王彦荣主持，张吉宇、南志标、韩云华、李欣勇等参加，选育完成的“腾格
里无芒隐子草号”通过国家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为野生栽培品种（登记号
499）。

八月
 2-4 日，南志标院士、李春杰教授、李彦忠教授、李峻成站长、段廷玉副教授、
张兴旭副教授、俞斌华博士及牧草病理学专业 7 名研究生参加了在新疆昌吉举行
2016 中国牧草生产与利用技术交流研讨会暨产品展示会、新疆畜牧科学院学术年
会。
 3-4 日，南志标院士在石河子参加绵羊遗传改良和健康养殖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论证会。
 5-6 日，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公益性行业（农业）项目“草地病害防治技术研究与示
范”第四期培训班在新疆昌吉举办。
 7-8 日，侯扶江教授、李发弟教授、李飞副教授以及研究生代表参加在兰州召开
的‚中国西部农业生产体系可持续发展与高效生产技术国际研讨会‛。侯扶江教
授 应 邀 作 了 《 Productive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inland arid region, northwest China 》 的 主 题 报 告 ， 并 主 持 了
‚西部草食畜生产体系可持续性与高效生产技术暨中澳草地畜牧业合作研究项目
（ACIAR）专家报告会‛分论坛。
 8 日，由天津大学工会副主席文莉带队的天津大学第六期优秀青年教师暑期实践
营一行 18 人参观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8-11 日，刘志鹏教授赴海口参加‚橡胶功能基因组研究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并
做了题为《麦芒麦 EST-SSRs 分子标记开发与披碱草属重要物种进化》的学术报
告。
 9-10 日，南志标院士赴京参加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体系人员聘任工作研
讨会。
 10-12 日，侯扶江教授参加在湖南省城步县举行的‚2016 年南方草山奶业发展论
坛‛，并做学术报告、参观南山牧场。
 12-14 日，美国农业部牧草与草原研究室 Shaun Bushman 博士来访问，并做题为
《Variation and late heading in Dactylis glomerata》的学术报告。
 12-15 日，侯扶江教授、李发弟教授、王虎成副教授和研究生代表参加，在成都
召开参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生态学分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和‚青藏高原生态畜牧业协同创新中心第二届学术论坛‛，会议举行了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家畜生态学分会第九届理事会选举。李发弟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及常务
理事，王虎成副教授、王召锋讲师当选为理事。
 14-15 日，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署植物病理学专家、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兼职教授
Debroah Samac 博士来访，并做题为《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oot
rot diseases of alfalfa‛（紫花苜蓿根腐病诊断与管理）》的学术报告，南
志标院士会见了该专家。
 15 日，‚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在实验室召开第一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15-17 日，李发弟教授参加农业部重点实验室评估抽查验证工作。
 15-19 日，由中国工程院、中国草学会、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办，中国草学会草业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和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承办的‚第九届国际牧草与草坪草分子育种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行。这是
草类植物分子育种学术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性学术与技术盛会首次在中
国和发展中国家举办。研讨会会期 4 天，共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

荷兰、墨西哥和中国等 10 余国家的 280 余名草业科学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
参会。
 16-20 日，Saman Bowatte 教授、博士生李岚和蔡明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第五届全
球可持续磷峰会（SPS 2016）。
 16-21 日，沈禹颖、傅华、郭正刚、杨惠敏、裴世芳、张丽静、刘兴元、王虎成、
张晓艳、蔡红霞、杨倩以及博士研究生庞晓攀和胡晓炜等一行 13 人参加了在韩
国济州岛召开的第六届韩国-中国-日本草原会议，沈禹颖教授作为大会分会主席，
主持了‚牧草利用及家畜生产‛主题的相关会议。杨惠敏教授应邀作了题为
《 Lucerne adaptability to the arid and infertile loess plateau of
northwestern China》的大会报告。实验室共展示了 10 个墙报，其中 2 个墙报
获得大会‚最佳墙报奖‛。
 17-18 日，由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草业处齐晓博士、四川农业大学张新全教授、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李聪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对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草
品种区域试验—苜蓿新品种 DUS 测试‛工作进行检查。
 18-21 日，乐祥鹏副教授、李万宏讲师参加在江苏南京召开的‚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动物繁殖学分会第十八届学术研讨会暨中日韩第四届动物繁殖学术交流会‛。
 21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家
科技进步奖评审工作。
 21 日，王彦荣教授参加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第四届草业大会‚现代草种业论
坛‛，并主持‚国产草种质量难题何解‛专题。
 24 日-9 月 2 日，中国工程院学部咨询项目‚中国牛羊肉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
目综合组组长李发弟教授带队，与成员吉林农大曹建民教授、中国农大李秉龙与
乔娟教授、实验室胥刚博士等共 5 人，赴澳大利亚开展学术考察和系列学术交流
活动。

 25 日，潘保田副校长率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实验室召开草地农业生态系
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迎评现场办公会，检查评估准备情况，协调解决实验室评估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
 26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联盟理事会成立大会。南志标
院士被推选为理事会成员。会议期间，南志标院士向与会专家介绍了由中国工程
院和兰州大学组建的‚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成立的情况，以及目前已开
展的工作和未来工作计划。
 28 日，校党委书记袁占亭专程来实验室看望慰问了任继周院士和南志标院士，并
调研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

九月
 2 日，实验室举行 2016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任继周院士参加了典礼。
 5 日，实验室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7 日，硕士生周强（导师刘志鹏教授）、硕士生邓婕（导师黄晓东副教授）的学
位论文被评为我校 2016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8 日-9 月 18 日，新西兰梅西大学自然科学学院高级讲师纪维红博士来实验室讲
学。南志标院士会见了纪维红博士。
 8 日，甘肃省副省长郝远一行来实验室慰问任继周院士。
 9 日，副校长潘保田教授一行来实验室看望慰问任继周院士和南志标院士。
 10-13 日，南志标院士访问山西农业大学和晋中市畜牧局。
 15-30 日，新西兰梅西大学农业与环境研究所昆虫学专家何雄钊博士来访。
 18-20 日，南志标院士参加中国安顺黄果树绿色发展论坛。
 19 日，任继周院士会见蒙牛联合创始人、现代牧业创始人、秋实草业资政、旗帜
乳业董事长邓九强先生，秋实草业副总兼总农艺师徐智明博士、西北销售团队负
责人一行 3 人。双方就草地奶牛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了合作建设秋实草业现代农业示范区等事宜。

 20 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园艺系蒋继明教授，及兰州大学客座教授、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 Paul W Paré教授来访，并分别作了题为
《 Genome-wide

predi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nhancer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 和 《 Rhizobacterial benefits for plants: mapping
inducible responses》的学术报告
 22 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 56 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主题是“加强草原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南志标院士应邀参加座谈会，
并做了题为“发展草地农业，建设美丽富饶家园”的预约发言。
 22-24 日，侯扶江教授和萃英讲席教授、英国农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阎天海
研究员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微量元素与饲料安全国际论坛暨中国农学会微
量元素与食物链分会 2016 年学术年会‛。
 23-25 日，李发弟教授参加全国肉羊遗传改良工作专家组会议并为 2016 年全国肉
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培训班学员授课。
 24 日-10 月 3 日，萃英讲席教授、英国农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阎天海研究员
来访。
 25 日，草业史料馆揭牌暨王栋先生史料捐赠仪式在兰州大学医学校区明道楼 301
会议室举行。校党委书记袁占亭、任继周院士、副校长安黎哲、王栋先生之女王
光征等出席仪式。
 26 日，‚国家高端项目外国专家证书‛授予仪式在碧野楼贵宾室举行，甘肃省外
国专家局局长缑维藩为 Zulfi Jahufer 博士颁发了‚国家高端项目外国专家证
书‛。
 27-28 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
地农业科技学院和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第 230 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
在兰州大学召开，论坛主题为‚草地农业、食物安全、生态安全‛。来自国内外
20 余所科研院所和内蒙古蒙草抗旱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
2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25 日-10 月 22 日，国家高端项目外国专家、新西兰草地研究所高级科学家 Zulfi
Jahufer 博士开设研究生课程研究生必修课《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十月
 8-11 日，新西兰草地农业研究所高级统计员罗东文博士来访，并作了题为《R 语
言应用》的学术报告。
 12-13 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 Mariana Pares Andreucci 和中冠农业集团有
限公司 Richard Sim 博士来访，分别作了题为《From Brazil to New Zealand
and then Australia: previous and current research 》 和 《 Forages for
Farming Systems in New Zealand and China》的学术报告。
 13 日，萃英讲席教授、AB Vista Asia 北亚技术总监汝应俊及 AB Vista Asia 技
术销售经理 Alejandro Criado 工程师来实验室访问，汝应俊教授作了《蛋白原
料中的抗营养因子及解决方案》的学术报告。
 14-16 日，由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的主题为种子健康与质量保
障的‚全国第九届种子病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北京、新疆、甘肃、
天津、山东、河南、云南、广东等 10 余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大学、研究院
（所）及推广单位的 80 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14-16 日，张金林教授参加在宁夏银川召开的‚中国草学会草坪专业委员会第九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
 16 日，李发弟教授参加河北农业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16-20 日，加拿大农 业与农业食品部 郝熙 英研究员来访， 并作 了题为《 GHG
emission from rangeland in Canada 》 和 《 Manure management for beef
industry-challenges & future direction》的学术报告。
 17 日，李发弟教授受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邀请参加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
大专项标志性成果咨询评议。

 17 日，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姜道宏教授来访，并作了题为《真
菌病毒与死体营养型病原真菌内生性生长》的学术报告。
 17-18 日，受全国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南志标院士委派，团队成员段廷
玉副教授赴河北沧州黄骅市出席由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举办的‚草堂黄骅行—
—苜蓿生产与利用技术培训会‛，代表团队在培训班做了‚苜蓿病虫害及其防治
技术‛的报告。
 19 日-10 月 6 日，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中心张元旦研究员讲
授《动物育种专题》研究生课程。
 20 日，李发弟教授参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20-22 日，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李淼研究员来访问，并做题为作了
《智能农业信息处理与检测》的学术报告。
 21 日，南志标院士在北京主持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侯向阳研究员完成的‚气候
变化对北方草原区的影响与适应性研究‛科研项目的科研鉴定。
 21-23 日，王虎成副教授、李飞副教授、肖金玉老师等师生参加在湖北武汉召开
的‚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
 22 日，南志标院士和王彦荣教授在京参加中国工程院重点项目‚西北半干旱地区
现代农业发展与区域示范相关问题战略研究‛项目定稿研讨会。
 28-30 日，萃英讲席教授、英国农业食品和生物科学研究所阎天海研究员，侯扶
江教授、李发弟教授、李飞副教授和实验员张程等以及部分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师生参加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第一届‚幼龄反刍动物‛
国际研讨会，侯扶江担任 30 日下午会议主持人。阎天海和李飞分别做了题为
《采用呼吸测热室测定幼龄牛能量的维持需要量》和《幼龄反刍动物纤维需要—
营养功能的争议与影响因素》的报告。
 29 日，李春杰教授代表“植物病理卷”编委、“观赏植物及其他植物病害”分支编委、
“牧草与草坪病害”单元负责人南志标院士出席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中国植物
保护百科全书》植物病理卷编委会会议。

 30-31 日，李发弟教授和萃英讲席教授阎天海研究员参加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
以‚幼龄反刍动物早期培育的关键科学问题及实践应用‛为主题的第 575 次香山
科学会议，李发弟教授作了‚羔羊早期生理发育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专题报告。

十一月
 1 日，庆阳试验站举办主题为‚高效优质、生态涵养草地农业‛的科技开放日活
动。
 1 日，常生华实验师参加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培训会。
 3 日，李发弟教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参加国家畜禽养殖数据
中心暨国家农业科学实验站建设协调会。
 5 日，南志标院士作为专家组组长在西宁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三江
源区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技术及示范‛项目实施方案讨论会。林慧龙教授、于
应文副教授、程云湘副教授、唐增副教授随同参加。
 11 日，我校新校区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梁祖强、副主任刘百林、副主任王宇一行
4 人来实验室调研。
 20 日，科技部发文(国科发外“2016”366 号)公布了新设立的 38 家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的‚草地农业生态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被批准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类）。该中心
设立了草类植物资源抗逆种质创新与利用、草地农业系统耦合与管理和寒旱区农
业生态三个研究方向。

十二月
 2-4 日，由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国家 973 计划‚重要牧草、乡土草抗逆优质高产的
生物学基础‛(2014CB138700) 2016 年度总结会在江苏南通兰州大学基地召开。
 5-6 日，由南志标院士主持的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经费专项项目‚草地病害
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2016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在兰州大学南通基地召开。

 6-9 日，王彦荣教授和余玲高级畜牧师在广西南宁先后参加国家认监委举办的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继续教育培训，和北京国实检测技术研究院举办的检
验检测机构管理人员培训并通过了相关资格考试。
 16 日,学校聘任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勇、深圳市中科院仙湖植物园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雷江丽为实验室兼职教授。
 19 日，李发弟教授在北京参加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审定会议。
 20 日,乐祥鹏副教授主持的‚特色肉羊品种引进和利用技术研究‛项目成果评价
会在实验室召开。
 20-22 日，王自奎副教授和杨莹博博士后参加‚2016 年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分
论坛—2016 年青年植物学者研讨会‛。
 26 日，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受科技部组织的评估现场考察。
 27-28 日，实验室兼职教授、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副教授王成纲博士来访，南志标
院士会见了王成纲。
 28 日，李春杰教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出席了浙江大学西湖学术论坛第 157 次
会议——‚面向 2030 的植物保护学科发展论坛‛。
 29 日，由实验室和甘肃省草原站组织的‚甘肃省草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专家论
证会暨‚甘肃省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工作讨论会在实验室召开。
 29 日，农业部办公厅公布了‚十三五‛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名单（农科办
（2016）29 号），申报的草牧业创新学科群综合性重点实验室获准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