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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3 年学术年会纪要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于 2013 年 10 月 23-24 日

在山东青岛成功召开。来自全国植物保护领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推广单位的院士、

专家和科技工作者 1000 余名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出席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代

表 220 人，是我国植保学界一次团结、奋进的盛会。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山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青岛农业大学以及学会挂靠单位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第十届

理事会领导。 

 

开幕式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秘书长陈万权主持，副理事长陈剑平院士致开幕词，

他在肯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对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

是继续发挥学会在植保领域的人才和智力优势，进一步做好建言献策和决策咨询工作；

二是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将学会工作做大、做强；三是充分依靠分支机构、省级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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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学会，提高协作成效；四是大力做好会员工作，切实搭建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之家。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王慧敏教授代表兄弟学会致贺词。开幕式上，向获得第四届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科技奖、第三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先进集体、第一届先进工作者

和 2013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的同志颁发了奖励证书和奖牌。 

开幕式后，全体代表听取了由顾宝根、马祁和张立副理事长向大会作的第十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修改报告和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财务审计报告。

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修改报告

和修改草案、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财务审计报告和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决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 177 人组成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

期间召开了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

学会领导：陈万权为理事长，万方浩、马祁、马万杰、朱有勇、周常勇、陈生斗、陈洪

俊、张青文、康乐、顾宝根、喻大昭为副理事长，王振营为秘书长。在第十一届第一次

常务理事会上，通过了聘任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荣誉理事以及聘任学会副

秘书长、各分支机构负责人及两刊主编的决定；研究了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规划。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之后，举行了“2013 年中国植物保护

学会学术年会”和“第二届国际生物入侵大会”联合开幕式，由学会副理事长万方浩主

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院士致辞。大会围绕“生物入侵与生态

安全、粮食安全”主题进行学术交流，邀请七位中、外嘉宾做大会特邀报告，并举行了

分会场学术活动和墙报展示。 

本次大会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海利尔药业集团、山东省植物保护学会、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协办。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及全体与会代表，向为本次大会做出贡献的协办单位、全体

代表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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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学术年会开幕词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陈剑平院士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各位代表： 

上午好！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今天在美丽的海滨城

市青岛举行！首先，向参加开幕式的各级领导和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席本次代表

大会的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从 2009 年换届以来，已任期届满，即将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四年来学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三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带领广大会员，团结广大植保

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学会的人才和智力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会活动，在学科发展、

学术交流、科技咨询、科学普及、成果评价、人才培养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显著成绩，多次获得中国科协和上级单位的肯定与

表彰。圆满完成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提升了学会服务

社会的能力，推动了植物保护事业和植物保护学科的发展。为建设现代植保和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理事会将在工作报告中作详细介绍。这里，我着重就学会今

后的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继续发挥学会在植保领域的人才和智力优势，进一步做好建言献策和决策咨询

工作。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是我国植物保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科技社团，长期以来以服务国

家经济建设为中心，针对我国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的态势，从学会成立之初，向中央

提出“关于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紧急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批示并写进

中央文件以来，一直坚持为国家防灾减灾服务，已先后向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专

家建议和决策咨询报告近 30 份，并多次得到周恩来、温家宝、回良玉、刘延东等领导

的批示，转发有关部门落实，对控制农作物病虫害和农业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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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十五”以来，我国植保科技事业和产业化发展虽然取得

长足的发展，但我国生物灾害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严重制约了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的有效供给；同时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

是科技创新能力较差，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总体要求，迫切需要先进

的植保科学技术支撑，迫切需要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进一步提高对生物灾害的防控水平，确保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汇聚了一大批植保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具有光荣的优良传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

植保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望新一届理事会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

者，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提供决策咨询报告，为我国植保防

灾减灾、植保科技发展和产业化升级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二、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将学会工作做大、做强。 

根据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重大决策，国家正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核心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重点培育、优先发

展科技类社会组织。这为学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近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同志

在与中国科协所属学会负责人座谈时，指出政府职能转移，一是可以发挥跨部门、跨地

区、跨行业的组织优势，承担政府转移职能，拓展学会功能；二是可以做大、做强学会，

培育学会品牌，提升学会的实力和影响力；三是可以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充分发

挥学会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政府改革给学会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我们要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抓住改革机遇，

拓展学会工作领域，更多地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创学会新的工作局面。要积极加强与

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听取政府部门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承接方案，

主动争取承接项目评审、成果评定、人才评价、技术标准研制等适合学会承接的社会职

能，提高学会的科技实力和影响力。 

三、充分依靠分支机构、省级植保学会，提高协作成效。 

学会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开展高质量的各项活动。近年来，学会集中力量打造学术年

会交流大平台，同时依靠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力量召开不同形式，以研究当前难

点、热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及举办以服务基层会员为目的的会员活动日，通过这

些活动开拓了学会活动的渠道和空间，同时加强了与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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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学会工作要继续加强与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合作，充分发挥分支机构和省

级植保学会的优势和作用，取长补短，整合资源，形成合作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学会系

统的整体优势，以推动学会工作的全面发展。 

四、要大力做好会员工作，切实搭建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之家。 

会员是学会开展活动的基础。在总会和各分支机构、省级植保学会的共同努力下，

会员发展和会员服务工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会员数量已发展到 21500 多人，成为我国农

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会之一。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今后学会的会员工

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会员发展工作极不平衡，有些省级学会有会员近千名，会员信

息资料完整，而有些省级学会会员工作极其薄弱，会员数量极少。学会作为党和政府联

系广大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务必搭建好为会员服务的平台，提高为会员

服务的能力。因此，学会首先要抓紧抓实会员发展工作，整理好会员信息资料，使学会

成为汇集植保行业智慧和力量的枢纽组织。同时学会要努力构建促进科技人才成长的服

务体系，通过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发现人才，举办宣传表彰活动，激励和举荐人才。

要积极建设植保科技工作者之家，凝聚人才，努力把学会建设成为国家植保科技人才储

备库。要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风气的建设，强化学术诚信意识，健全

和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提高植保科学研究质量，推动植保学科发展。 

各位代表，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通过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章程修改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导机构；举

行表彰活动；举办 2013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同时召开第二届国际生物入侵

大会。全国植保领域广大科技工作者对本次大会非常重视，参会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千余

人，是全国植保领域的一次团结、奋进的盛会。大会召开必将推动植保科技和学会工作

的创新发展，迎来新的更加灿烂的前景。 

希望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不负重托，紧紧抓住学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团

结带领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现代植保、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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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我国植物保护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顾宝根副所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 

我受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和吴孔明理事长的委托，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出席大会的领导和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部分 四年来主要工作回顾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自 2009 年 10 月换届至今已任期届满。在过去的四

年中，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挂靠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以及各省（市、区）植物保护学会、各分支机构、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支

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团结带领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这一主线，根据中国科协“七大”、“八大”的总体部署，把握“三服务一加强”

的工作定位，坚持改革开发，服务科学发展，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学科发展、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学术交流和人才成长、提高国际地位和自身能力等方面，工作成

效显著，为全面推动我国植物保护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

力、较强吸引力和核心凝聚力的科技社团。 

一、开展学术交流，服务植保科技创新与学科发展 

近几年来，学术交流活动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通过搭建不同层次的学术交

流平台，建立学科发展报告制度，创建精品学术期刊，组织编著学术专著等，营造科技

创新发展的和谐环境，使学术交流更加迎合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的需求，不断激

发植保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推动植保科技快速发展。 

（一）搭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交流平台 

建立、完善了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为重点，总会与省级植物保护学会、分

支机构和团体会员单位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为基础，召开国际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

为补充的学术交流活动体系。整合和凝聚了全国植物保护领域的智力资源，突出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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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生产上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努力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服务。 

1. 学术年会：本届理事会分别举办了以“公共植保与绿色防控”、“加强植保科

技创新，提高专业化防治水平”、“科学防控病虫，持续减轻危害，保障粮食安全”、

“生物入侵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为主题的四届学术年会，每届年会参会代表都在千

人以上，出版了四部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1290 篇。2012 年是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成立 50

华诞之年，为此，2012 年学术年会与庆祝学会成立 50 周年暨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高层论坛同时举行，大会由本会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联合主办。农业部韩长赋部长

为大会召开作了重要批示；理事长吴孔明院士致开幕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余欣荣做了

“建设现代植保，服务现代农业”的主题报告。中国科协副主席赵沁平、国际植物保护

科学协会理事长 Geoff Norton 教授到会致词祝贺。吴孔明、陈剑平、朱有勇、钱旭红、

康乐 5位院士以及 Geoff Norton、Laurence Madden、Noriharu Ken Umetsu 3 位国外

著名专家应邀做了大会学术报告，并举行了分会场学术报告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学术

年会已成为植物保护学术交流品牌活动，正在向国际化迈进，对于繁荣我国乃至世界植

物保护事业、推进植保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学术活动：学会在各省级植保学会、分支机构和团体会员单位的支持下，

四年来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植保高新技术，提高病虫监控水平等目标，由本会

主办、联合举办或协办等方式，组织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前沿高端学术会议、科技论坛、

科技沙龙等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共 92 次，累计参会人数达 17304 人，发表学术论

文 5810 篇，编辑出版论文集 14 部，评选优秀论文 177 篇。 

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学术会议有：由本会主办，有关省级植保学会和植保所承办的每

年一届的“全国植保高层论坛暨全国植保所长联谊会”，已成为全国植保研究单位研讨

植保领域热点与焦点问题、促进植保科技创新，推动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本届青年工作委员会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青年植保科技创新学术研讨会”，为全国青

年植保科技工作者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平台，为促进人才成长、催生创

新理念做出了重要贡献。植保信息技术、植保系统工程和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

了“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技术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气候异常变化对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影响及应对技术学术研讨会”和“突发性暴发性生物灾害早期预警与防控

技术学术研讨会”，对促进我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应急防控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推动防灾减灾和农作物安全生产发挥了科技支撑作用。生物防治专业委员会连续举

办了“第六届全国生物防治学术研讨会”、“生物农药新产品创制技术研讨会”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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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技术与产品应用交流会”，促进了生物防治的研究与产品的开发，以及产学研的

紧密结合。园林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合作，连续召开了四届全国葡萄病虫

害防治技术与经验研讨会，深受全国葡萄行业科研、生产和广大果农的欢迎，对促进我

国葡萄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和葡萄产业的发展等具有积极的影响。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

员会非常重视高效安全农药的研发与应用技术的提高，2010 年以来，先后召开了“中国

植保技术与产品推广研讨会”、“水稻杀虫剂应用技术与市场推广交流会”、“杀菌剂

发展与推广应用交流会”和“除草剂发展与推广应用交流会”，对加速农药新产品与新

技术的推广、促进会企结合以及塑造企业品牌等起到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有关分支机

构还成功召开了“第三届全国生物入侵研讨会”、“入侵生物学研究与发展研讨会”、

“第十届全国杂草科学大会”、“农区鼠害防控工作会”和“农作物有害生物发生趋势

会商会”等重要学术会议。 

3. 国际及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随着我国植保科技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际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本届理事会先后在华举办了“ 第 6 届国际杂

草科学大会”、“第 13 届国际禾谷类作物锈病和白粉病会议”、“第二届植保机械与

施药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土壤消毒技术研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北京

国际分子植物病理学术研讨会”、“害虫天敌的大量繁殖与商品化国际研讨会”、“第

一届国际水稻病虫害综合治理新策略研讨会”以及即将开展的“第二届国际生物入侵大

会”，参会代表近 2000 人次，其中外国专家 628 人次。同时积极组织会员出国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2011 年 8 月 6～10 日以吴孔明理事长为团长的 33 位植保科技工作者出国

参加了在美国夏威夷州召开的“第 17 届国际植保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经本会推

荐，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郭予元院士荣获国际植物保护科学协会颁发的“国

际植物保护杰出贡献奖”。大会期间，国际植物保护科学协会（IAPPS）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理事会，吴孔明理事长当选为理事会执委会委员，并任第九中心区域-中国/西北亚

的协调人。 2011 年 9 月 25~30 日由杂草学会分会主任委员张朝贤研究员带队，一行 16

人赴澳大利亚参加了第 23 届亚太杂草科学大会。2012 年 8 月 19~25 日，由吴孔明理事

长带队，组织 12 位专家参加了在韩国大邱召开的“第 24 届国际昆虫大会”。2012 年 9

月 16~20 日，由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于发研究员带队，组织 18 人参加由国

际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办，在美国圣路易斯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转基因生物安全

研讨会”。  

“海峡两岸生物防治研讨会”从 2009 年 6 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以来，已成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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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学术会议，每两年轮流在大陆和台湾举办。2011 年 10 月 19~22 日在台北召开了 “2011

年海峡两岸生物防治研讨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30 余位专家组团参加会议。为了表彰

在推动两岸学术交流活动中做出贡献的专家，在会上向中华植物保护学会高穗生和王顺

成博士、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杨怀文研究员颁发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贡献奖”。原

定 2013 年 7 月在昆明召开“2013 年海峡两岸生物防治研讨会”，因故改至 2014 年举行。

两岸生物防治研讨会的召开，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增进了两岸生物防治研究学

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生物防治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开展学科发展研究，编著学科发展报告 

通过学科发展研究，总结我国植物保护学科取得的 新研究进展，了解国际植保科

技发展趋势，明确今后研究方向，对推动植物保护学科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中国科协批准，本届理事会承担了两次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组织 50 多位专家撰写了

《2010~2011 植物保护学学科发展报告》和《2012~2013 植物保护学学科发展报告》。

两次学科发展报告包括了 15 个专题报告和 2个全面反映学科发展动态的综合报告，报

告涉及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植物抗病虫功能基因组学、农业昆虫学、昆虫化学生

态学、杂草学、生物防治学、农药学、入侵生物学、转基因生物安全学、植物病虫害监

测预警学、鼠害防治学、病虫害生物多样性控制等 13 个分支学科。召开了多次学科发

展研讨会。两册研究报告共 80 多万字，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本会积

极认真完成学科发展研究工作，中国科协两次邀请本会在学科发展研究项目启动会上介

绍经验，受到了兄弟学会的赞赏和肯定。 

（三）提高科技期刊质量，组织编著科技专著 

1. 期刊质量明显提高：由学会主办的《植物保护学报》、《植物保护》以及联合

主办的《中国生物防治学报》、《植物检疫》、《生物安全学报》，在编委会和编辑部

的努力下，通过引进高层次科技期刊人才，提高完善期刊网站，推进期刊数字化平台建

设，丰富了服务内容，缩短了出版周期，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显著提升。《植

物保护学报》和《植物保护》两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和被引次数都有所提高，年均发行总

数 21000 余册。 

2. 组织专家编撰《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第三版》：《中国农作物病虫害》是我国

植物保护领域的一部经典巨著。自 1995 年第二版出版至今已有 15 年，深受植保界广大

科技工作者极大关注。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反映我国植物保护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

水平，决定再次修改出版。为做好本书的再版工作，学会受挂靠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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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研究所委托，承担该书常务编委会办公室的组织工作。通过多次召开编委会和审

稿专家会议，集中了全国植物保护领域 500 余名著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已于 2013 年 8

月完成初稿，全书分上、中、下三册，24 个单元，涉及 1800 余种有害生物，800 余万

字。内容详实、资料丰富、数据可靠，将成为反映当前我国植保科技水平，具有植保大

百科全面性和权威性的科学专著。 

二、加强调查研究，服务农业防灾减灾与现代化建设 

（一）坚持开展生物灾害决策咨询活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我会作为牵头学会，长期承担中国科协《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咨询报告》项目。本

届理事会与中国林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水产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协作，组织

60 余名院士和专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

病虫害防治分析研讨会，会后编写了“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咨询报告”，经中国科协报

送国务院，为政府部门指导当年防灾减灾提供对策建议，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其中《关于 2009 年生物灾害状况和 2010 年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的报告》得到温家宝总

理、回良玉副总理和刘延东国务委员的重要批示，要求农业部、林业局参考、研究；《2012

年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的报告》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批示，科技部为此专门召

开了专家座谈会，研究落实报告建议。在 2011 年 5 月 17 日中国科协召开的“2011 年中

国科协优秀调研报告评选颁奖大会”上，我会牵头申报的“2010 年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

咨询报告”被评为“2011 年度中国科协优秀调研报告特等奖”。  

（二）加强建言献策，推进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条例和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植保防灾减灾工作，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牵头，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组织部分院士、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法制化建设

研讨会”。与会专家在研讨加快重大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法制化建设的基础上，由 12 位

院士、专家联名向国家信访局呈报了《关于尽快制定〈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条例〉的建议》，

于同年 2月 26 日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批示。为贯彻落实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完善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政策。我会于 2012 年 2

月 18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专家座谈会”。就

我国农作物病虫害测报与防治工作总体情况、专业化统防统治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一

步发展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对策等进行讨论。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大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扶持力度的建议》，上报国务院得到回良玉副总理的重要批示，他指出，“统

防统治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的有效途径，应该不断总结经验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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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请农业部商财政部研究并继续给予支持”。该建议对实施我国农作物病虫害

统防统治和“一喷三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于 2013 年获得中国科协优秀咨

询报告三等奖。 

三、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 

（一）大力开展农村科普活动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与挂

靠单位合作，每年组织植保专家奔赴水稻、小麦、玉米、棉花、蔬菜、果树等农作物主

产区，深入田边地头，指导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举办各种培训班、示范现场会、

技术交流会等科技下乡活动。4 年来共举办技术培训班 43 次，科技下乡 80 次。参与活

动的科技工作者 1130 余名，受众人数累计 45000 名。为提高和普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控

技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做了大量工作。同时通过培训活

动，加强了基层植保科技队伍的建设。科学普及工作专业委员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等分支机构与有关单位联合编辑出版了水稻、蔬菜、果树、茶树等重要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技术科普挂图以及科学防控鼠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手册、安全用药培训指南、农区鼠

害发生与防治图谱和科普读物共 12 种，免费发放给生产一线的农技人员，为基层植保

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提供了实用的技术资料。 

（二）举办科技活动周和科普展览 

2012 年 5 月 21~23 日，结合科技周活动，科普工作委员会与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在

浙江举办了由基层植保技术人员和种粮大户 100 余人参加的“国际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生

态工程启动仪式”。介绍了生态工程治理有害生物的原理、实例和操作技术，并发放综

合治理水稻有害生物科普材料 200 余份。2013 年 7 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

普展览，展示了近年来绿色、环保型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科技成果和产品。 

四、加强科技评价，推动植保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 

表彰和奖励优秀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是学会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基本职能。为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评奖工作，提高奖励工作质量，提升科

技奖励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扩大科技奖的影响力，2010 年经常务理事会研究，修订

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成果的评奖周期、评

价指标、评价制度，以保障成果评价奖励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2010 年和 2012 年经过评审，共评出 54 项成果，其中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16 项，

三等奖 27 项，科普成果奖 4 项。分别在 2010 年学术年会和 50 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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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颁奖典礼，共有 192 个单位、499 人获得表彰。近几年，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

技术奖”评选出的 4项一等奖，分别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同时通过

积极宣传普及获奖成果，促进了成果转化与应用，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加强人才评价与举荐，促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一）做好高层次人才举荐工作 

根据中国科协的通知精神，认真开展 2011 年“两院”院士推荐工作，先后向中国

科协推荐了 3位院士候选人。经与有关单位联合推荐，本会吴孔明理事长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同时积极举荐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经推荐、评审，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罗晨副研究员获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吴孔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张跃进（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张友军（中

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万方浩（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刘勇（湖南省农科院植保

所）、郑建秋（北京市植保站）6 位同志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

称号。 

（二）评选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 

为传承和弘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植物保护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开展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

评选表彰活动。经推荐和评审，邱式邦、杜正文、郭予元、谢联辉、曾士迈、张泽溥 6

位科学家荣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 

（三）向农业部推荐行业体系岗位专家 

根据农业部“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遴选条件，本会先后推荐了 15

名长期在科研与生产一线做出显著成绩的优秀专家，作为竞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专家候选人，经评审都已遴选为岗位专家。 

（四）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 

本届理事会分别于 2011 和 2013 年向中国科协推荐以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中

青年科学家为骨干、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科学目标的研究群体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候选创新研究群体。2013 年推荐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吴孔明候

选群体通过中国科协评审，推荐到国家基金委，已获批准。  

六、加强学会自身建设，提高学会管理服务能力 

为增强学会“三服务一加强”能力，学会完善和提高了组织管理。 

（一）坚持民主办会，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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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理事会坚持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会议制度，共组织召开了 4 次理事会和 11 次

常务理事会。主要总结学会工作，研究工作计划和学会重要事项，以充分发挥理事会和

常务理事会的集体领导作用。为及时将学会工作计划和要求传达给各省级植保学会和分

支机构，每年坚持组织召开全国植保学会理事长、秘书长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学会工

作的发展。为了加强学会办事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制定和完善了有关财务、学术会议、

期刊编辑、志愿者和学会工作人员管理办法。修订和完善了会员、分支机构、省级植物

保护学会管理暂行办法。促进了学会的自身建设和学会办事机构的规范化管理，为将学

会建设成符合形势发展的新型科技社团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协、民政部对我会编制的年

鉴、年检、财务决算、统计报表等工作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多次获得中国科协的表彰。 

（二）积极发展会员，强化与基层会员的联系 

会员发展和会员服务是检验学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积极发展

会员，会员人数已由第九届理事会的 19200 余人发展到 21500 余人。为加强与基层会员

的联系，学会于 2012 年 11 月 21~23 日在四川绵阳与四川省植保学会联合举办了“中国

植物保护学会第三届会员活动日”，有 200 多位基层会员参加活动。通过专家报告会、

与会员互动交流、征求基层会员建议和要求、评选优秀论文、现场发展会员，受到基层

会员的欢迎，并被中国科协评为“2012 年中国科协会员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三）加强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会员网上交流平台，搭建了会议系统、会员管理系统、专家信息库等，

实现了网站信息及时更新、提高了学会办公自动化能力，提升了与会员沟通和学术交流

的质量与实效。 

第二部分  四年来的工作体会 

回顾四年来学会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 

一、坚持学会宗旨，是促进学会发展的保证 

学会要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倡导社会道德风尚，提倡实事求是、开

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民主办会的原则。同时要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大力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

广，促进植物保护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素质提高，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

才能不断推动学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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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为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是学会工作的重点 

根据李源潮同志在中国科协八届三次全委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会要团结带领广大会

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要围

绕我国农业生产升级的薄弱环节，认真做好以下服务：一是服务于现代农业建设和现代

植保体系建设，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科技支撑；二是服务于植保

科技创新，全面提升病虫害防控能力；三是服务于社会和政府防灾减灾，加强调查研究，

提高决策咨询和建言献策能力。 

三、坚持依靠基层组织，是推动学会工作的动力 

本会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是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开展活动的

重要基础力量。学会要加强对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管理与业务指导，充分调动分

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学术交流、会员发展、组织建设、信息平

台建设、决策咨询、科技评价、人才培养与举荐、科普活动、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方

面加强合作，共同开发资源，发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整体优势，全面提高学会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 

四、坚持为植保防灾减灾服务，是夯实学会发展的基础 

我国是农作物病虫害多发、重发、频发的国家。提高对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和防控水

平，有效控制重大病虫害暴发危害是植保科技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是学会的一项重要任

务。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的关键时期，学会要围绕为植保防灾

减灾服务，不断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加强科普工作，带领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在

建设现代植保体系中发挥作用，为开创现代植保的崭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五、坚持打造活动精品，是提高学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要围绕植保领域存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着眼原始创新，紧盯学科前沿，

加强有关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发和关键防御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交叉类、高端前沿类

高层论坛，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形成不同功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术

交流精品。 

第三部分  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一、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 

要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本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着力点，积极开展以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学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组成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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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突出解决植保领域的重大和重点问题。围绕生物灾害暴发成灾机理、灾变规

律等基础理论以及病虫害分子诊断、数字化预警、免疫调控、植保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开

展研讨，着力解决病虫害持续治理的前沿科技与关键技术。开展面向生产一线的各项科

技服务活动，将更多的创新技术和科技资源引进农村、深入农田。要充分发挥学会智力

密集、人才丰富、学科齐全、公正客观的优势，积极为科学决策、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要进一步做好学科发展研究工作，在已完成 3次学科发展报告的基础上，继续承担植物

保护学科发展研究工作。通过及时总结学科 新进展，研究学科发展趋势，促进学科交

叉融合，壮大优势学科，培育新兴学科，提出我国植保学科今后的发展策略与对策，不

断推动植保学科的跨越发展。 

二、将提高科普工作作为服务全民科学素质的关键 

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普及工作。要充分发挥

科普工作委员会、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

会等分支机构的作用，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在有条件的地区分期、分批建立科普基地、

专家大院和志愿者队伍，每年举办一批植保科技下乡活动，每年编著一批植保科普读物。

建议下届理事会在适当时期召开一次科普工作交流会，总结经验，制定科普规划，推进

科普工作进一步发展。 

三、将培养举荐优秀科技人才作为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抓手 

要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充分发挥学会举荐、培养、表彰、

宣传优秀科技人才的独特作用，建立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除进一步做好“两

院”院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等高层次人才举

荐工作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学会设立的奖励项目，制定奖励办法，健全评价机制，完善

评审体系。稳步推进“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评审和奖励工作，进一步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制度，修订奖励办法，建立网络评审系统和评审专家库，以保障科技

成果评价的公正性、客观性和独立性。并帮助各地储备一批有评价需求的植保科技成果，

促进植保科技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和好成果。 

四、将提高服务能力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点 

学会自身能力建设是推动学会发展的保证。要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增强服务意识，

搭建服务平台，夯实服务基础，提升服务能力。重点要在组织体制改革、会员服务管理

体系建设、办事机构队伍职业化改革和承担社会化服务职能四个方面，探索学会自身发

展的途径。特别要重视提高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为学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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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要加强对分支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管理和指导，修订管理条例，充分调动各分支

机构和省级植保学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科学发展，显著

提高学会的学术影响力、会员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公信力。 

各位代表，让我们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在中国科协、农业部和有关领导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坚持正确的办会宗旨，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抓住机遇，扎实苦干，为开创我国植物保护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后，我代表第十届理事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学会工作的各级领导以及全体会员和

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学会发展做出显著贡献的老一辈领导人、专

家以及默默无闻、甘做奉献的各级学会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上报告，请代表审议。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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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修改报告 

（提交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 马祁副院长 

 

各位代表： 

章程是学会法人意志的体现，是学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是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对本学会进行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团结凝聚全体会员办好学

会的共同基础。按照中国科协、民政部要求和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规定，根据当前形

势，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进行了修改。现提请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现

将章程修改作以下说明： 

一、章程《修改》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作出部署，为学会工作提出了新挑

战，带来了新机遇。我们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学术交流繁荣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科技人才成长、加强国际民间科技交

流与合作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中国科协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先后多次发出通知，对今后一个时期学会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

同时，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对社团管理的新政策，民政部对章程从内容

到形式都有更严格的限定。现行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是 2009

年 10 月 28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距今已近 4年时

间，由于形势的变化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业务范围的拓展，章程已不

能适应当前学会工作的要求，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为体现《章程》的时代特色，

适应新形势对学会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促进学会的发展，对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的《章程》进行修改非常必要，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章程》修改的依据和原则 

（一）修改《章程》的主要依据：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印发的《全国性学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换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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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全国性学会章程应按照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参

照《中国科协章程》进行规范和修订”。修订《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的依据主要有： 

1.国家颁布的有关社团的政策和法规； 

2.《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7〕263 号）； 

3.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4.《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2011 年 5 月 29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 

（二）修改《章程》的主要原则： 

由于民政部的章程模板对条款内容、顺序等有严格的具体的规定，因此，《章程》

的修改原则是：依据法规，符合实际，删繁就简，有利执行。从本团体实际情况出发，

在保持《章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国家有关法规相衔接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民政部

的要求和《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在网上的社团“章程模板”上进行修改。有些在

本《章程》中不能体现的内容，将单独制定管理办法予以规范。 

三、章程的具体修改内容 

第一章  总则 

1.第二条：对本团体性质进行了完善：增加了“本团体是由中国植物保护领域的科

技工作者和相关单位自愿结成”和“具有社团法人资格，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植物保护

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发展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2.第三条：对宗旨作了以下修改： 

①将“宗旨”文字结构作了调整：先明确指导思想、实施策略、目标，再指出办会

的原则、方针和法规。 

②增加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符合当前

的形势和当今中国的国情； 

③增加“团结和动员广大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④将“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修改为“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促进植物保护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素质提高，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使

学会目标、任务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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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①将原第一款“开展植物保护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考察活动，提高学术和科

技水平”。修改为“组织开展植物保护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和科技考察等活动，

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自主创新”； 

②将原第二款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修改为“重要研究计划”； 

③在原第三款中增加“按照规定经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国家科技部批准（国

科奖社证字第 0169 号）设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 

④原第四款“受政府委托承办或根据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组织、举办科技展览和

展示会；接受委托承担植物保护项目评估、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科技文献的编审等工作。

修改为“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评价、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制订等工作”； 

⑤将原第六款“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出版《植物保护学报》、《植物保护》，以及其他

有关植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书刊及相关的音像制品”，修改为“组织出版植物保护学

术期刊、科学技术图书、科普读物和声像制品”； 

⑥将原第七款“积极开展植物保护科技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参加国际学术组织举

办的学术会议等活动，加强同国外有关学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联系，并组织

出国考察，引进吸收适用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修改为“积极

开展国际间植物保护科技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国外植保科技团体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友好交往”； 

⑦将原第八款“根据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举办植物保护科技的

各种培训班、讲习班或进修班等，提高会员及其他植物保护工作者的科学技术水平”，

修改为“开展植物保护科技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⑧将原第九款“表彰、奖励在植物保护科技活动中取得优秀成绩的会员和在学会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学会工作人员。发现、推荐和培养优秀植物保护科技人才”，

修改为“依照有关规定推荐优秀植保科技人才，开展表彰奖励活动”；  

⑨在原第十款中，删除“举办为会员和植保科技工作者服务的企事业活动”； 

⑩新增第十一款“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个人会员，增加外籍会员。 

第八条：会员入会条件，增加外籍会员入会条件：“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国外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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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科学家或与植物保护相关的专家学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植物保护科技工

作者参照外籍会员管理”。 

第九条：会员入会程序原规定“个人会员入会经理事会讨论通过；理事会闭幕期间，

由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改为“普通会员入会，须由本人申请，经本会授权的所在省、

市、自治区学会或本团体分支机构审核后，由理事会授权本团体秘书处批准”。增加“高

级会员、外籍会员和单位会员须直接向本团体秘书处及本团体分支机构申请，报本团体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 

    第十条：会员权利，增加外籍会员、单位会员权利。 

    第十一条：会员义务，增加外籍会员义务。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条“会员代表大会”，改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删除原第五款：“决定会员的吸收”。增加第十款：“审

议本团体年度工作和财务报告”。 

第二十七条：将第二十八条：（三）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重要文件”。写

入第二十七条。 

增加第三十条：本团体设立理事长办公会。理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

书长组成，理事长主持。 

理事长办公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贯彻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 

（二）监督本团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财务预算的实施； 

（三）提出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会议议题的建议； 

（四）决定本团体其他重大事项。 

理事长办公会须经 2/3 以上组成人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人员 2/3 以上

表决通过方为有效。理事长办公会形成的纪要应向常务理事会通报。 

增加第三十一条：“对本团体有重大贡献的前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或著名

科学家，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可聘为本团体名誉理事长、名誉副理事长、名誉秘书

长、荣誉理事或顾问等，出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增加第三十三条：本团体根据开展业务活动需要设立的分会、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

构是本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应按照本章程在本团体

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并及时将活动计划和总结报送学会秘书处。 

其他，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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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 

  (经 2013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民政部核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团体的名称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英文译名为：China Society of Plant 

Protection，缩写名：CSPP。 

第二条  本团体是由中国植物保护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相关单位自愿结成，依法登

记成立的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具有社团法人资格，是党和政府联系

广大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发展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

力量。 

 第三条 本团体宗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团结和动员广大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繁荣

与发展，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植物保护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素质提

高，促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本团

体坚持民主办会的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倡导“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本团体的活动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第四条 本团体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本团体住所：北京。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组织开展植物保护领域的学术交流、科技合作和科技考察等活动，促进学科

发展，推动自主创新； 

（二）对国家有关植物保护方面的重大科学技术政策法规和技术措施，重要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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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及在植保科研、教学、和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等，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发挥技

术咨询作用； 

（三）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开展植物保护科技成果鉴定。按照规定经国家科技奖

励工作办公室、国家科技部批准（国科奖社证字第 0169 号）设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

学技术奖，评选、表彰优秀植物保护科技成果； 

（四）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评价、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制订等工作； 

（五）开展植物保护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积极传播先进植物保护科学技术; 

（六）组织出版植物保护学术期刊、科学技术书刊、科普读物和声像制品； 

（七）积极开展国际间植物保护科技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国外有关学术团体和科

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交往； 

（八）开展植物保护科技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九）依照有关规定推荐人才，开展表彰奖励活动； 

（十）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依法维护会员与

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十一）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本团体的会员分为：个人会员、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又分普通会员、高级

会员和外籍会员。 

第八条 承认本团体章程，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为本团体会员。 

（一）普通会员： 

1.具有中级或相当于中级以上技术职务或职称； 

2.高等院校毕业，在植物保护或植物保护有关的科研、教学、生产、推广和管理等

部门，从事植物保护或植物保护有关的工作，并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者；或非高等院校

毕业，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 

3.非高等院校毕业，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工作者。 

（二）高级会员 

1.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当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2.有较高社会影响，对植保产业化发展具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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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籍会员：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国外植物保护科学家或与植物保护相关的

专家学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植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参照外籍会员管理。 

（四）单位会员：与本团体专业有关，具有一定数量科技人员，并愿意参加本团体

有关活动，支持本团体工作的科研、教学、推广、生产等企、事业单位，以及依法成立

的有关学术社会团体。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普通会员入会，须由本人申请，经本会授权的所在省、市、自治区学会或本团体分

支机构审核后，由理事会授权本团体秘书处批准。 

高级会员、外籍会员和单位会员须直接向本团体秘书处及本团体分支机构申请，报

本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 

会员证由本团体秘书处统一制发。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普通会员 

1.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本团体的活动； 

3.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4.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5.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高级会员 

除享有上述权利外，还享有以下权利： 

1．优先被本团体推荐，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优先参加本团体组织的重大学术活动，应邀作学术报告； 

3．优先举荐参加国际有关组织开展的奖励活动； 

4．优先参加本团体组织的调研、考察、论证、评审、鉴定、咨询和培训等工作。 

（三）外籍会员 

1.优惠或免费得到本团体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有关资料； 

2.可应邀参加本团体在国内主办的国内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四）单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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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享有普通会员的权利外，还享有以下权利： 

1.优先和优惠参加本团体的有关活动； 

2.优先和优惠取得本团体的有关学术资料； 

3.优先获得本团体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4.优先承接本团体业务范围内的项目。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二）维护本团体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高级会员除履行上述义务外，还应积极参与国家有关植物保护工作发展战略

重大决策的论证、咨询任务，负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单位会员除履行上述义务外，还应积极支持和资助本团体开展有关的学术和

科普活动。 

（八）外籍会员应积极支持本团体工作，协助开展国际学术活动，推荐专家、学者

来华讲学等。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无正当理由一年

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不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

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四条 本团体的 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

是：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制订并修改会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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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定终止事宜；  

（六）决定本团体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五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须有 2/3 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

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4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

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 长

不超过 1年。 

第十七条 理事会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 

（三）筹备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团体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定本团体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十）审议本团体年度工作和财务报告； 

（十一）决定本团体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理事会须有 2/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 2/3 以上

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理事无故两次不出席理事会的，视为自动辞去理事职务。 

第二十一条 本团体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

人数不超过理事人数的 1/3。在理事会闭幕期间行使第十八条第一、三、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款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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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 2/3 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

务理事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

开。常务理事无故两次不出席常务理事会的，视为自动辞去常务理事职务。 

第二十四条 本团体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理事长、副理事长、 高任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届满时）；秘书长任职年

龄不超过 62 周岁且为专职；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七）热心学会工作，办事公正，作风民主。 

第二十五条 本团体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如超过 高任职年龄的，须经理事

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六条 本团体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任期 4年，任期 长不得超过两届。

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代表大会 2/3 以上会员代表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

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团体理事长为本团体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团体签署有关

重要文件。如因特殊情况需由副理事长（副会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应报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担任。 

本团体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八条 本团体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九条 本团体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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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

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三十条 本团体设立理事长办公会。理事长办公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

组成，理事长主持。 

理事长办公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贯彻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 

（二）监督本团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财务预算的实施； 

（三）提出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会议议题的建议； 

（四）决定本团体其他重大事项。 

理事长办公会须经 2/3 以上组成人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人员 2/3 以上

表决通过方为有效。理事长办公会形成的纪要应向常务理事会通报。 

第三十一条 对本团体有重大贡献的前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或著名科学家，

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可聘为本团体名誉理事长、名誉副理事长、名誉秘书长、荣誉

理事或顾问等，出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第三十二条 本团体根据开展业务活动需要设立的分会、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是

本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应按照本章程在本团体授权

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并及时将活动计划和总结报送学会秘书处。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三十三条 本团体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四条 本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本团体开展表彰奖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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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五条 本团体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

员中分配。 

第三十六条 本团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资产来源合法、真实、准确、

完整。 

第三十七条 本团体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

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

交接手续。 

第三十八条 本团体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

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本团体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

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四十条 本团体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四十一条 本团体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四十二条 对本团体章程的修改，须经常务理事或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提请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三条 本团体修改的章程，须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 15 日内，报业务主

管单位审查，经同意，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本团体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

理事会或常委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四十五条 本团体终止动议须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 

第四十六条 本团体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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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七条 本团体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八条 本团体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

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团体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章程经2013年 10月 23日本团体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

过。 

第五十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团体理事会。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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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 

（2013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经无记名

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 177 人，并经中国科协登记

备案。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方浩   于金凤   马万杰   马占鸿   马  平   马  祁   马俊峰   孔垂华 

戈  峰   文丽萍   方继朝   牛永春   王友平   王文峰   王文航   王进军 

王凯学   王国平   王学利   王建强   王忠跃   王明勇   王茂涛   王保海 

王振营   王跃进   王  强   王琛柱   王登元   王新安   王新谱   王福祥 

王德海   王慧敏   叶志华   叶恭银   田子华   田兴山   白元俊   白全江 

艾尼瓦尔·木沙    任顺祥   刘万才   刘卫东   刘长仲   刘克祥   刘君丽 

刘志明   刘  怀   刘尚钟   刘  建   刘  勇   刘祥贵   向本春   向梅梅 

吕要斌   安沫平   朱有勇   江腾辉   许奕华   吴孔明   吴立峰   吴金亮 

吴祖建   吴益东   宋宝安   张力群   张友军   张文解   张  立   张  帆 

张志勇   张建军   张忠民   张  杰   张泽华   张青文   张星耀   张润志 

张  敏   张  猛   张跃进   张朝贤   时春喜   李长松   李  宁   李生才 

李好海   李启云   李建伟   李建成   李明立   李保同   李洪杰   杨建国 

杨  峻     杨益众   杨普云   沈国辉   沈瑞清   肖  强   谷希树   邱德文 

邵振润   陆宴辉   陆  温   陈乃中   陈万权   陈生斗   陈学新   陈  明 

陈剑平   陈洪俊   陈海如   陈继光   陈  捷   陈绵才   周志强   周益林 

周常勇   周雪平   易克贤   林伟坪   林祥明   罗林明   范仁俊   郎志宏 

郑长英   郑永权   郑传临   金社林   金道超   姜福元   柏连阳   胡兆农 

胡  俊   赵奎华   赵树英   钟天润   倪汉文   倪健英   徐伟钧   徐志平 

徐效华   徐润邑   秦厚国   袁会珠   袁  洁   郭予元   郭玉人   郭青云 

顾宝根   高月波   高同春   高希武   高  洁   康  乐   彩万志   曹克强 

谌爱东   傅  强   程登发   喻大昭   舒  畅   谢丙炎   鲁传涛   傳俊范 

简  恒   靳锋云   缪卫国   谭小平   樊  东   穆娟微   檀根甲   魏有海 

魏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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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告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于2013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

议，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和学会负责

人，并经中国科协、民政部批准备案。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理 事 长：陈万权 

副理事长：万方浩  马  祁  马万杰  朱有勇  张青文  陈生斗  陈洪俊 

  周常勇  康  乐  顾宝根  喻大昭 

秘 书 长：王振营 

常务理事：59 人 

万方浩   马  平   马  祁   马万杰   马占鸿   孔垂华   文丽萍 

方继朝   王进军   王国平   王保海   王振营   王慧敏   叶志华 

叶恭银   刘万才   朱有勇   许奕华   吴孔明   宋宝安   张  立 

张  帆   张友军   张青文   张润志   张跃进   张朝贤   李启云 

李建伟   杨普云   邱德文   邵振润   陆宴辉   陈  明   陈  捷 

陈万权   陈生斗   陈剑平   陈洪俊   周志强   周益林   周常勇 

周雪平   易克贤   林伟坪   林祥明   郑永权   柏连阳   赵奎华 

赵树英   钟天润   郭予元   顾宝根   高希武   康  乐   彩万志 

程登发   喻大昭   舒  畅 

 

 

201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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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荣誉理事的决定 

2013 年 10 月 23 日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

开。出席会议的常务理事 49 名，会议由陈万权理事长主持。会议根据《中国植物保护

学会章程》规定：对本团体有重大贡献的前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或著名科学家，

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可聘为本团体名誉理事长、名誉副理事长、名誉秘书长、荣誉

理事或顾问。决定聘任以下同志为第十一届理事会名誉负责人、荣誉理事。名单如下： 

名誉理事长：黄可训  成卓敏  吴孔明 

名誉副理事长：（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  立  杨怀文  陈剑平  郭予元  黄大昉 

名誉秘书长：倪汉祥 

荣誉理事：（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恩林  吴文君  张小风  张芝利  张泽溥  张钟宁  陈志谊 

彭于发  裘季燕  戴小枫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十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 

关于聘任副秘书长的决定 

2013 年 10 月 23 日 
 

经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因工作需要，决定聘任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文丽萍、张朝贤、郑传临、陆宴辉，中国农业大学马占鸿、彩

万志，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王福祥，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陈乃中为第十一届

理事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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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理事会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关于聘任分支机构及 

两刊编委负责同志的决定 

2013 年 10 月 23 日 

 

经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聘任以下同志为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分支机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和两刊编委会主编、副主编、

编委（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一、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万才 

副主任委员：姜玉英  翟保平  马占鸿  马春森  张云慧 

秘书长：姜玉英（兼） 

委员：孔丽萍  王惠聊  吕国强  杨荣明  陈  阳  封传红  唐启义  程登发 

 

二、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益林 

副主任委员：马占鸿  赵中华  李保华  沈佐锐  姜玉英 

秘书长：马占鸿（兼） 

委员：丁克坚  马忠华  马春森  尤民生  王保通  王海光  乔红波  刘万才 

刘太国  吴波明  宋玉立  张匀华  杨立军  陆永跃  范洁茹  金社林 

段霞瑜  祝增荣  胡小平  高灵旺  曹世勤  曹克强  曹远银  曹学仁 

梁广文  龚国淑  程登发  翟保平  谭万忠 

 

三、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占鸿 

副主任委员：王琛柱 王晓鸣 徐世昌  金社林 

秘书长：徐世昌（兼） 

委员：井金学  王保通  王树桐  王海光  朱旭东  齐俊生  何月秋  何康来 

吴波明  张  帅  张世宏  张忠军  李明福  李洪连  杨家荣  陈巨莲 

胡小平  崔金杰  曹世勤  曹克强  黄  冲  简桂良  雒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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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防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邱德文 

副主任委员：杨自文  陈红印  王中康 

秘书长：蒋细良 

委员：于  毅  马  平  王保海  王振营  王  琦  王  滨  叶恭银  刘  勇 

刘爱萍  张礼生  张  兴  张克勤  张  杰  张泽华  张艳璇  李保平 

李敦松  李新民  杨忠岐  陈志谊  陈宗麒  陈  捷  陈绵才  姜  辉 

段玉玺  赵小明  徐学农  郭文超  梁志怀  黄  建  韩日畴  藏连生   

 

五、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钟天润 

副主任委员：邵振润  王  勇  郭 聪  刘晓辉 

秘书长：郭永旺 

副秘书长：王  登 

委员：丁  勇  马  勇  马庭矗  方  果  方玉明  王大伟  王兰萍  王红愫 

王利清  王茀望  王庭林  王显报  丛  林  付和平  冯志勇  宁振东 

白 音  刘  晋  刘登起  吕跃星  孙振宝  朱先敏  朱和丰  江  策 

江腾辉  张长江  张建国  张知彬  张美文  张振铎  张堰铭  李  波 

李月秋  李林发  李春峰  杨玉平  杨再学  邹  波  陈军昂  陈越华 

周天云  周远曦  宛新荣  武晓东  罗林明  范兰兰  郑成民  施大钊 

施伟韬  赵继庆  钟文勤  倪健英  袁志强  崔长春  黄立胜  董晓波 

蒋 凡  戴爱梅  伊力亚尔 

 

六、园林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友军 

副主任委员：王忠跃  谢丙炎  刘勇  任顺祥  柏连阳  向文胜  

    秘书长：吴青君 

委员：于  毅  马  平  马春森  戈  峰  王进军  冯  夏  古勤生  司升云 

刘长远  刘同先  刘树生  刘  峰  刘  奎  吕要斌  孙瑞红  许国庆 

何月秋  吴益东  张  帆  张宏宇  张修国  张治军  李中安  李世访 

李传仁  李建洪  李  明  杜予州  杨峰山  杨中侠  谷希树  陆永跃 

陈汉杰  陈绵才  周小毛  罗  晨  茆振川  郑长英  侯有明  姜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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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晓月  赵廷昌  耿贺利  郭建荣  郭明昉  高同春  高希武  常晓丽 

曹克强  谌爱东  彭德良  焦晓国  蒋红云  蒋杰贤  褚  栋  雷仲仁 

廖金铃  薛  明  戴良英  魏国树 

 

七、农药学分会 

主任委员：周志强 

副主任委员：曹坳程  魏启文  钱永忠  郑永权  王  强 

秘书长：袁会珠 

副秘书长：王秋霞  张建军 

委员：王  鹏  王新全  叶贵标  任宝珍  刘尚忠  孙叔宝  朱国念  吴文君 

李  忠  李永平  李学锋  杨普云  花日茂  邱  静  陈铁春  单炜力 

范志金  郑建秋  贺红武  徐尚成  符悦冠  黄啟良  董丰收  潘文亮 

 

八、杂草学分会 

荣誉主任委员：张泽溥 

顾问：李孙荣  王焕民  惠肇祥 

主任委员：张朝贤 

副主任委员：倪汉文  叶贵标  由振国  强胜  柏连阳  李香菊 

秘书长：李香菊（兼） 

副秘书长：张宏军 黄红娟 

委员：王金信  王贵启  王险峰  王焕民  刘亦学  刘  学  刘都才  关成宏 

        纪明山  李孙荣  李  美  李儒海  吴明根  吴竞仑  邱学林  何永福 

余柳青  沈国辉  沈健英  张玉聚  张宗俭  张绍明  张鸿秀  张敦阳 

陈  杰  陈  勇  武菊英  范志伟  林长福  周小刚  周伟军  赵长山 

 赵学平  耿贺利  贾春虹  郭平毅  郭青云  陶  波  黄延昌  黄春艳 

梁帝允  董立尧  惠肇祥  覃建林  傅  杨 

 

九、植物检疫学分会 

主任委员：张  立 

副主任委员：王福祥  吴立峰   

  秘书长：严  进 

    委员：丁三寅  宁  红  关  玲  印丽萍  安榆林  朱水芳  宋玉双  张润志 

          张祥林  杨勤民  陈万权  陈枝楠  种  焱  胡学难  赵文霞  赵宇翔 

          钟天润  骆有庆  彩万志  黄庆林  韩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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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程登发 

副主任委员：王建强  翟保平  封洪强  刘  怀  高月波  曾  娟  高灵旺  王海光 

秘书长：张云慧 

委员：马占鸿  马春森  王凤英  乔红波  刘  杰  刘占宇  齐国君  张  智 

张谷丰  沈文君  沈慧梅  陈  林  陈  晓  周益林  武向文  封传红  

胡  高  蒋春先 

 

十一、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荣誉主任委员：彭于发 

主任委员：叶恭银 

副主任委员：张杰  李新海  刘培磊 

秘书长：李云河 

  委员：田俊策  华红霞  吕志强  何康来  宋小玲  李飞武  林克剑  金芜军 

崔金杰  梁革梅  傅  强  谢家建  路兴波  裴新悟 

 

十二、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罗锡文 

主任委员：邵振润 

副主任委员：何雄奎  袁会珠  陈小兵  严荷荣  陈继光  田子华  赵  清 

秘书长：郭永旺 

副秘书长：宋坚利 

委员：王  浩  王兆夫  王克武  关成宏  刘亚佳  孙玉民  孙海滨  孙鲁林 

朱建国  江应松  齐志松  张  义  张  京  张  梁  张凯雄  张绍明 

张贵锋  李卫国  李凤军  李永平  李好海  李春峰  杨  苡  杨学军 

沈建文  陈  铭  陈晓燕  陈煜林  林正平  范朝辉  郑永利  赵今凯 

唐会联  梁朝巍  黄军定  嵇  俭  曾爱军  楚桂芬  薛新宇 

  

十三、植物化感作用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孔垂华 

副主任委员：娄永根  潘开文  黎胜红  鲜啟鸣   

秘书长：郑永权 

副秘书长：王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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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马永清  马瑞君  王  梅  乔海莉  孙晓玲  吴艳兵  张子龙  张开梅 

李  蕾  李永丰  李锋民  汪思龙  罗小勇  柯文山  胡  飞  徐效华 

徐  晖  秦  波  郭青云  高微微  蒋红云  韩春梅  甄文超 

 

十四、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普云 

副主任委员：郑建秋  郭  荣  欧高财 

秘书长：郭  荣（兼） 

委员：马  辉  王华生  包文新  刘祥贵  吕国强  吕建平  吕跃星  庄家祥 

张文解  李  鹏  杨荣明  杨焱杰  邹寿发  罗汉钢  罗林明  施  德 

钟  玲  谈孝凤 

 

十五、青年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陆宴辉 

副主任委员：刘太国  刘泽文  余向阳  张宏军  陈志群  林克剑  董丰收  魏  楷 

秘书长：刘文德 

副秘书长：王大伟  肖海军 

委员：万  鹏  马伟华  方卫国  王宁新  王兴亚  王晓杰  王继春  王  敦 

      王新全  刘小侠  刘中芳  刘  政  刘映前  刘  健  许建军  齐军山 

      李耀发  束长龙  杨国庆  杨  松  杨保军  杨腊英  邱  静  陆永跃 

      何  林  吴少英  吴石平  宋卫国  张云慧  张建萍  张松柏  张  勇 

      张  娜  张新忠  李  凡  李云河  李  玮  李振宇  李  莉  李  晶 

      陈华保  陈松彪  周  彤  周忠实  孟庆林  姚  强  段婷婷  赵尔成 

      郝俊杰  桂富荣  袁海滨  高玉林  高兴祥  曹世勤  梁  沛  黄红娟 

      黄  佳  黄国华  曾  娟  鲁  敏  褚  栋  操海群  燕  飞  魏太云 

 

十六、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永权 

副主任委员：张文君  李永平  何雄奎  张忠锋 

秘书长：袁会珠 

副秘书长：蒋红云  陈  昶 

委员：丁  东  仇贵生  区越富  王伟民  王兴林  刘君丽  刘学军  刘忠亮 

刘  勇  吕印谱  孙荣建  孙海滨  江腾辉  邢胜利  张宁华  张成省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会讯 

 38

张克诚  张宏军  张健秋  李香菊  李  振  李  鹏  杨理健  苏小记 

陈小兵  陈煜林  赵今凯  唐会联  徐  永  陶  波  顾旭东  高同春 

黄文九  黄启良  曾宪峰  缪建强 

 

 十七、生物入侵分会 

主任委员：万方浩 

副主任委员：张润志  候有明  王福祥 

秘书长：候有明（兼） 

副秘书长：郭建英  周忠实 

委员：丁建云  万  鹏  马  骏  马德英  尤民生  王源超  王进军  王  敦 
王  瑞  王建国  冯玉龙  冯纪年  冯  洁  曲  波  李  博  李志红 
李保平  李有志  刘树生  刘同先  刘  勇  刘雨芳  吕利华  孙江华 
陈乃中  陆永跃  邱宝利  杨  朗  杨国庆  余  昊  张友军  林进添 
郑长英  胡隐昌  洪晓月  骆有庆  祝增荣  桂富荣  郭文超  徐海根 
梁广文  傅建炜  彭正强  蒋明星  谢丙炎  喻大昭  曾  玲  褚  栋 
臧连生  鞠瑞亭 

 

十八、《植物保护学报》编委会 

主  编：彩万志 

副主编：陈万权  张文吉  高希武  谢小帆  

主  编：彩万志 

副主编：陈万权  张文吉  高希武  谢小帆    

编  委：万方浩  马占鸿  王国梁  王琛柱  叶恭银  刘晓辉  刘同先  朱有勇 
何晨阳  何雄奎  吴孔明  吴文君  张  龙  张  杰  张友军  张知彬 
张青文  张润志  张朝贤  李正西  李学锋  邱立红  陈志谊  陈剑平 
周雪平  林  伟  郑小波  施大钊  段玉玺  倪汉文  徐世昌  徐汉虹 
秦玉川  袁会珠  郭予元  高  峰  康  乐  康振生  曹克强  曹坳程 
梁广文  强  胜  韩召军  简  恒  虞国跃  雷朝亮   

国外编委：Si Hyeock Lee (韩国)   朱坤炎(美国)   陈贤明(美国)   胡晋生(美国) 
赵建周(美国)   骆  勇(美国) 

十九、《植物保护 》编委会 

荣誉主编：吴孔明 

主  编：陈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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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陈剑平  朱有勇  高希武  王进军  王  音 

编  委：丁克坚  万方浩  牛永春  王国梁  王源超  丛  斌  叶恭银  田  喆 

任顺祥  刘二明  刘  波  朱春雨  吴立峰  吴钜文  张友军  张礼生 

张国珍  张  杰  张跃进  张朝贤  李正西  李志红  李明福  李保华 

李显春  李健强  杜予州  肖悦岩  陆宴辉  陈  宏  陈  明  范在丰 

郑永权  金道超  封洪强  祝增荣  赵建周  骆有庆  袁会珠  郭文超 

高微微  康振生  曹克强  曹雅忠  喻大昭  彭于发  程兆榜  虞国跃 

廖金玲 

荣誉编委：马  祁  王春林  朱恩林  吴新平  张青文  陈红印  施宗伟  郭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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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关于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了顾宝根副理事长代表中

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届理事会所作题为“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我国植物保护科技事业的

全面发展”的工作报告，认为工作报告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四年的工作。四年来，第十

届理事会按照“三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带领广大会员，团结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

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核心，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会活动，

在学术交流、科技咨询、建言献策、科学普及、学科发展、成果评价、科技奖励、人才

培养和自身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显著成绩。体

会结合形势分析较深入透彻，对今后四年的工作建议切实可行。决定通过第十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关于《通过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草案》的决议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了马祁副理事长作的关于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修改报告。认为本次章程修改体现了《章程》的时代特色，

适应新形势对学会工作的要求，符合国家有关社团管理法规和民政部社团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代表表决，决定通过《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章程》修改草案及修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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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关于第十一届理事会会员会费标准的决定 

（2013 年 10 月 23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目前我会执行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会员会费标准，是由 2009 年 10 月 28 日“第十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现经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十届十一次常务理事会讨论，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对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规定的会费标准作

如下调整。 

一、个人会员会费标准维持第十届理事会标准 

1．普通会员年度会费 50 元； 

2．高级会员年度会费 300 元。 

二、理事单位会费标准 

理    事：3000 元/届/人； 

常务理事：5000 元/届/人； 

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10000 元/届。 

三、单位会员（非理事单位）会费标准 

1．企业单位年度会费 2000 元； 

2．事业单位年度会费 1000 元。 

四、会费缴纳办法 

1. 会费原则上要求一次性缴纳 4年会费。 

2. 在总会和分支机构申请入会的个人会员和团体单位会员会费由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办公室收取，学会办公室向缴纳会费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开具财政部印（监）制的

社会团体会费收据，并发给会员证书。 

3. 通过省级植物保护学会申请入会的个人会员和团体单位会员会费标准可参考总

会标准；也可根据各省级植物保护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经当地有关部门批准的标准

自行决定、自行收取。会员证书由总会统一颁发。 

五、会费用途 

根据本会章程规定，会费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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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2010-2013) 

为了奖励在我国植物保护研究领域和科技创新工作中取得优秀成果的单位和个人，

根据“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试行）”规定，第十届理事会期间开展

了二届植保科技奖推荐、评审、表彰活动，期间共受理各单位推荐来的申报项目 85 项，

奖励工作办公室在进行形式审查，组织专家书面初评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评审会，经奖

励委员会和学会常务理事会审定、复核， 后经学会网站公示，共有 54 个成果受到了

表彰，其中一等奖 7项，二等奖 16 项，三等奖 27 项。名单如下： 

2010 年度（第三届） 

一等奖（4 项）： 

1、 成果名称：小麦条锈病菌源基地生态治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甘肃省植保植检站、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甘肃

省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陈万权、徐世昌、金社林、蒲崇建、赵中华、周祥椿、宋建荣 

吴立人、姜玉英、曹世勤、张秋萍、刘太国、张耀辉、段霞瑜 

 

2、 成果名称：酰胺类水田除草剂的植物性安全剂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柏连阳、周小毛、刘承兰、陈桂华、王义成、胡利锋、邬腊梅 

 

3、 成果名称：作物多样性生态控病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贵州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昭通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朱有勇、王云月、何霞红、李成云、陈万权、王平华、王海宁 

彭化贤、袁  洁、赵高慧、李  炎、吴叔康、刘友林、杨  静 

周惠萍 

 

4、 成果名称：农业害虫监测预警技术研发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南汤阴佳多科工贸有限公司、河南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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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植物检疫站、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江西省植保植检局、福建省植保植检站、

贵州省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姜玉英、舒  畅、金  星、刘祥贵、孔丽萍、杨  阳、夏  冰 

董保信、曾  娟、刘  宇、李  晶、曹  智、鲍康阜、耿  坤 

王来芳 

 

二等奖（9 项）： 

1、 成果名称：农药登记药效试验标准化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主要完成人：张文君、刘  学、张宏军、吴新平、陶岭梅、稽莉莉、朱春雨 

张  薇、张  佳、刘  亮 

 

2、 成果名称：新型手性固定相的制备及手性农药对映体分析方法的建立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志强、王  鹏、刘东晖、刁金玲 

 

3、 成果名称：香蕉枯萎病菌快速检测与病害监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植保植检站，海南省热带作物有害生物监测与控制重

点实验室，农业部热带农林有害生物入侵监测与控制重点开放实验室 

主要完成人：黄俊生、王振中、陈福如、王国芬、黄华平、杨腊英、彭 军 

李云锋、任小平、董章勇 

 

4、 成果名称：吉林省玉米螟生物防治技术开发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吉林农业大学、公主岭市植检植保站 

主要完成人：吕跃星、陈立玲、张俊杰、阮长春、张振铎、王  江、白洪玉 

李国忠、卜显峰、刘  哲 

 

5、 成果名称：进境重要农林产品关键检疫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要完成人：安榆林、吴翠萍、杨晓军、徐  梅、伏建国、粟  寒、李  彬 

朱宏斌、钱  路、廖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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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果名称：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热处理检疫监管和标识管理信息系统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主要完成人：李一农、谢月华、李芳荣、陈枝楠、龙  海、郑  耘、王  伍 
娄定风、李秋枫、刘新娇 

 
7、 成果名称：广西福寿螺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玉林市植保站、桂林市植物保护站、柳州市

植保站、贵港市植物保护工作站、河池市植保植检站、南宁市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陈丽丽、李  莉、谢义灵、覃保荣、王华生、刘建文、林作晓 
李华英、刘  峥、谭道朝 

 
8、 成果名称：紫茎泽兰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曹坳程、何  兰、王秋霞、郭美霞、欧阳华、钱益新、田  宇 
袁会珠、芮昌辉、杨代斌 

 
9、 成果名称：绿僵菌生物农药生产技术与产品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农向群、高  松、王广君、苏红田、张泽华、包  祥、石岩生 
张刚应、穆  晨、倪亦非 

 
三等奖（17 项）： 

1、 成果名称：葡萄病虫害规范化防控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郑

州市七十六中学、河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河北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完成人：王忠跃、雷志强、杨春仙、李  民、杨丽丽、耿学刚、张亚莉 
 
2、 成果名称：鸭梨、杂交水稻种子、马铃薯进出口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河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要完成人：陈洪俊、严  进、陈白莙、葛建军、段胜男、朱水芳、李明福 

 
3、 成果名称：小麦土传病害灾变规律及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植保植检站、河南农业大学、南阳市植保植检站、安阳市植保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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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站、洛阳市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于思勤、袁虹霞、李金锁、王朝阳、邵晓睿、王国强、周国友 

 

4、 成果名称：青海省主栽中藏药材大黄主要病虫草害种类、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登峰、李松龄、辛存岳、咸文荣、蔡晓剑、魏有海、邱学林 

 

5、 成果名称：马铃薯晚疫病发生规律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农业厅植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刘波微、张  梅、席亚东、赵  霞、鲁  昕、夏先全、徐  翔 

 

6、 成果名称：农作物风险性病虫害预警技术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金晓华、马占鸿、谢爱婷、王明红、杨建国、李  勇、国立耘 

 

7、 成果名称：新疆主要农作物重大害虫生态调控技术集成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农科院植保所;自治区农业厅植保站;莎车县农技中心;新疆麦盖提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疏勒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人：姚  举、马  祁、郭文超、艾尼瓦尔、李号宾、许建军、胡爱芝 

 

8、 成果名称：设施园艺病虫害远程诊断和早期预警系统构建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宁夏大学、永宁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永宁县设施园艺

研究所、银川市小任果业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占鸿、顾沛雯、王海光、迟永伟、任爱民、苏宁国、贺达汉 

 
9、 成果名称：水稻稻曲病发生流行与防控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农业厅植物保护站、四川省

成都市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卢代华、汪世元、张晋康、谢英俊、袁  鸣、刘如东、汤志良 

 

10、成果名称：棉田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示范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一、五、六、七师农业技术推

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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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宋继辉、王  峰、赵冰梅、张新全、易正炳、耿亚红、陆宝祖 

11、成果名称：加拿大一枝黄花综合治理和利用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中

国计量学院、余姚市植物检疫站、象山县植物保护检疫站 

主要完成人：吴降星、陈若霞、陈永亭、陈宇博、柴伟纲、胡加君、王  笑 

 

12、成果名称：宁波地区伞滑刃属线虫调查 

主要完成单位：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顾建锋、郑  炜、陈先锋、张建成、张慧丽、徐  瑛、崔俊霞 

13、成果名称：苜蓿主要害虫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平凉市植保植检站、庆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武威市

植保植检站、金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要完成人：刘长仲、王森山、严  林、王新俊、王  宁、李晓仁、张建文 

 

14、成果名称：主要水果害虫、天敌消长规律及害虫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萧县植保站、砀山县植保站 

主要完成人：邹运鼎、毕守东、黄保宏、周夏芝、刘  丽、耿继光、王向阳 

 

15、成果名称：应用扫描电镜与 PCR 技术快速鉴定菟丝子属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要完成人：黄可辉、郭琼霞、朱水芳、林石明、黄  振、沈建国、庄  蓉 

 

16、成果名称：球根花卉病虫种类调查及防治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人：王  健、陶树春、魏  瑛、李锦龙、魏周玉、贾秀芬、庄  健 

 

17、成果名称：河北省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的发生规律与综合治理 

主要完成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董金皋、王贺军、张金林、王睿文、刘颖超、袁文龙、庞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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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类成果： 
1、成果名称：无公害蔬菜栽培实战丛书（图说棚室蔬菜栽培与病虫害防治） 

主要完成单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孙  茜、张洪光、吕庆江、石琳琪、董灵迪、范妍芹、高秀瑞 

乜兰春、郝企信、张凤国、戴东权、李  楠、张忠义、刘俊田 

王幼敏  

 

2、 成果名称：中国农业病虫草害原色图解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农

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郑州北方农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河南省农药检定所、河南省正阳县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张玉聚、武予清、王恒亮、刘焕民、冯凌云、崔金杰、李  美 

马  艳、刘  胜、李洪连、王会艳、陈汉杰、赵廷昌、孙化田 

王守国 

 

3、 成果名称：《广西农作物主要病虫测报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鹤壁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凯学、王华生、谢茂昌、兰雪琼、黄成宇、辛德育、孙彭凯 

胡明钰、龙梦玲、唐洁瑜、林作晓、刘建文 

2012 年度（第四届） 

一等奖（3 项）： 

1、 成果名称：中国亚热带三种恶性入侵杂草持续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重庆双丰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万方浩、王  韧、郭建英、周忠实、罗源华、傅建炜、张国良 

李保平、卢新民、赵家永、桂富荣、聂亚锋、陈志谊、丁建清 

马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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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名称：检疫性入侵害虫的鉴定、预警、监测与防控 

主要完成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

甘肃省植保植检站、贵州省植保植检站、福建省植保植检站、湖南省植保植检站、广东

省植物检疫站、山东省植物保护总站、内蒙古自治区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王福祥、张润志、熊红利、武三安、刘  慧、徐  靖、朱景全 

王玉玺、刘  宁、冯晓东、刘卫红、张忠民、黄  征、李一平 

王  琳 
 

3、 成果名称：小麦黄矮病病原鉴定、抗源筛选及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小麦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王锡锋、吴云锋、曹亚萍、赵中华、刘  艳、柴永峰、安德荣 

相建业、周广和、钱幼亭、成卓敏、吴蓓蕾、张文蔚、李  莉 

谢家建 

二等奖（7 项）： 

1、 成果名称：生物农药武夷菌素的创制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潍坊万胜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克诚、曾洪梅、林德炘、袁会珠、孙  蕾、徐  容、王晓青、李  鹏 

吴建金、尹相甫 

 

2、 成果名称：水稻和茶叶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制定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主要完成人：叶纪明、单炜力、简  秋、郑尊涛、段丽芳、朴秀英、宋稳成 

朱光艳、秦冬梅、李光英、龚  勇、季  颖、刘光学、柯昌杰 

冯  楠 

 

3、 成果名称：湖南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益阳市植保植检站、长沙市植保植检站、邵阳市植

保植检站、宁乡县植保植检站、沅江市植保植检站、鼎城区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唐会联、尹惠平、陈越华、许秀美、曹志平、王  闯、吕小云 

李耀明、谭胜斌、胡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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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名称：主要蔬菜有害生物绿色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李长松、齐军山、李  林、张  博、张悦丽、孔繁华、刘金智、李  美 

赵玖华、刘  震 

 

5、 成果名称：河南省河泛蝗区东亚飞蝗监测预警与可持续控制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郑州市植保植检站、

中牟县植保植检站、洛阳市植保植检站、三门峡市植保植检站、开封市植保植检站 

主要完成人：吕国强、蔡  聪、王建敏、邢彩云、曹雯梅、卢新平、翟辨清、胡  锐 

薛龙毅、李巧芝 

 

6、 成果名称：马铃薯甲虫持续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保站、中国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郭文超、刘  建、艾尼瓦尔•木沙、程登发、谭万忠、姜卫华 

邓春生、吴家和、刘小侠、许建军 

 

7、 成果名称：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低空施药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南京林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梁  建、薛新宇、周立新、蒋武根、常  春、孙  竹、张宋超 
陈小兵、张小超、尚其龙 

 

三等奖（10 项） 

1、 成果名称：多种重要植物病原有害生物分子检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章桂明、李一农、李芳荣、冯建军、彭德良、龙  海、王  颖 

 
2、 成果名称：油菜根肿病抗病材料的筛选与防控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成都市植物检疫站、德阳市植物保

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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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刘  勇、张  蕾、黄小琴、刘红雨、周西全、马  利、尹  全 

3、 成果名称：伞滑刃属线虫鉴定图谱及分子系统学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顾建锋、王江岭、陈先锋、段维军、张慧丽 

 

4、 成果名称：热带作物几种重要病虫害绿色生防化防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博士威农用化学有限

公司、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利蒙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黄俊生、杨腊英、王国芬、詹儒林、郭立佳、张善学、杨照东 

 

5、 成果名称：北方重要园艺入侵害虫的诊断检疫与风险分析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沈阳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青岛农业大学、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付海滨、褚  栋、刘佰明、陶云荔、于  毅、李惠萍、徐维红 

6、 成果名称：城市入侵害虫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治基础及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鞠瑞亭、夏文胜、徐  颖、罗卿权、王  凤、高  磊、刘  超 

 

7、 成果名称：辣椒嫁接技术防治疫病试验示范 

主要完成单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咸文荣、郭青云、张登峰、杨君丽、董  亮、来有鹏、苗增建 

 

8、 成果名称：新疆向日葵两种检疫性新病害发病规律及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大学、阿勒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特

克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主要完成人：陈卫民、郭庆元、杨静飞、杨  莉、马福杰、段永辉、李俊兴 

 

9、 成果名称：延庆县蔬菜主要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集成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延庆县植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古燕翔、马永军、卢润刚、孙  超、谷培云、姚金亮、高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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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果名称：重要外来入侵生物检疫防控与预警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要完成人：周  培、陆  军、朱  君、孙旻旻、王晶晶、张绍红、张  强 

 

科普类成果：（1 项） 

成果名称：农药安全使用知识 

主要完成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主要完成人：张文君、陶传江、张宏军、吴新平、陶岭梅、宗伏霖、嵇莉莉 

朱春雨、李  敏、张  佳、周欣欣、张丽英、陈立萍、张洪光 

郑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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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科技奖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营造“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培养造就青年科技英才和高层次创新型

人才，更好的激励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

贡献，表彰在植物保护科技工作中成绩优异，并具有优良科技道德和学风的优秀植保科

技工作者。2013 年开展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四届青年科技奖推荐、评选活动。经推荐、

评审，王海光等 13 名同志获得“第四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青年科技奖”。名单如下（以

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中国农业大学 

王  鹏：中国农业大学 

司升云：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刘太国：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李月秋：云南省大理州植保植检站 

李春杰：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杨  广：福建农林大学 

邱宝利：华南农业大学 

陆永跃：华南农业大学 

周小毛：湖南农业大学 

郭建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鞠瑞亭：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魏书军：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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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先进集体和 

第一届先进工作者 
 

为充分调动各省级植保学会、分支机构和学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弘扬求真务实、乐于奉献、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树立榜样，学会于 2013 年开

展了第三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先进省级学会、先进分支机构和第一届先进工作者的评选

表彰活动。获得表彰名单如下： 

先进省级学会： 

湖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新疆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河北省植物保护学会 

浙江省植物保护学会 

安徽省植物保护学会 

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 

先进分支机构： 

生物入侵分会 

先进工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铁军：广西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刘红雨：四川省植物保护学会      

张忠民：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      

李建成：河北省植物保护学会   

陈  昂：湖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侯有明：生物入侵分会         

封红强：河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郭  荣：科普工作委员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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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3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为提升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的影响力，鼓励高质量优秀论文发表，提高学术

交流水平，经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组织专家对发表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3 学术论文

集《驱动创新与现代植保》”的论文进行评审，评选出以下优秀论文，予以表彰： 

1.河北省沧州市农林科学院刘春琴等：室内模拟花生田生态环境对暗黑鳃金龟生长

习性的影响研究； 

2.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李梦等：香豆素对朱砂叶螨的生物活性评价； 

3.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段豪等：苹果 ACLSV CP 基因酵母双杂交诱饵载体构

建及自激活鉴定； 

4.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李淑等：三环唑与苯醚甲环唑种子包衣对小麦幼

苗抗冻性能研究。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 

为传承和弘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植物保护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表达对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致以 崇高的敬意，学会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开展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推荐、评审、表彰活动。获得此荣誉的

科学家有： 

邱式邦：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 

谢联辉：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曾士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郭予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张泽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杜正文：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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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举荐 

1、院士 

2011 年学会向中国科协推荐提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2名。其中，本会吴孔明理

事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中国青年科技奖 

2010 年经评审推荐，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环保研究所罗晨博士荣获第十一届中国

青年科技奖。 

3、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0 年和 2012 年分别组织推荐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吴孔明（中

国农科院植保所）、张跃进（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张友军（中国农科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万方浩（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刘勇（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郑建秋（北京

市植保站）6位同志荣获此荣誉称号，受到表彰奖励。 

4、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1 年，经推荐本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文丽萍同志获得“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5、向农业部推荐行业体系岗位专家 

根据农业部“十二五”产业技术体系人员遴选条件，本会推荐了 15 名长期在科研

与生产第一线作出显著成绩的优秀专家，作为竞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候选人，经评审基本都已遴选为岗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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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获得的表彰奖励 

 

1、由本会牵头组织编写的“预防与控制生物灾害咨询报告（2010）”，被评为“2011

年度中国科协优秀调研报告特等奖”。 

2、2012 年，由本会组织专家研讨提出的《关于加大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扶持力度的建议》，得到回良玉副总理批示，并于 2013 年被中国科协评为“优秀决策咨

询成果三等奖”。  

3、2012 年，在四川绵阳组织开展会员活动日，被中国科协评为“2012 年中国科协

会员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4、2011 年，本会组织参加“中国科协 2011 年新春联谊会”的节目《竹林深处》葫

芦丝独奏，荣获中国科协 2011 年全国学会新春联谊会节目优秀奖。 

5、2010 年、2011 年、2013 年组织会员参加中国科协会员日乒乓球比赛活动，曾二

次荣获女子单打季军奖，并获“优秀组织奖”。 

6、2010 年学会统计年报荣获“中国科协 2010 年全国学会统计年报三等奖”， 2012

年、2013 年学会综合统计年报工作荣获“中国科协统计年报一等奖”；学会财务决算工

作多次荣获中国科协“全国学会财务决算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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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理事会分支机构及期刊编辑主要活动记事 
 

分支机构 

一、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3 月～4月，分别在南京农业大学和西南大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测报技术培

训，培训基层测报技术骨干 120 名。 

2010 年 5 月份，在广州举办柑橘病虫害测报技术培训班，培训基层测报技术骨干

50 多名。 

2010 年 7 月份，在江苏盐城举办棉花病虫害测报技术培训班，在西藏林芝举办小麦

锈病测报培训班。 

201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经验交

流会，110 多人参加了会议。 

2011 年 11 月 1～3 日，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联合在南昌召开“全国农作物病虫害测

报技术研讨会”，120 人参会，交流论文 220 篇，颁发优秀论文奖 57 篇。 

2012 年 10 月 16～18 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建设

研讨会”，80 人参加。 

2012 年 3 月 20～27 日，在南京和重庆分别召开“第 34 届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技术

培训班”，共 261 人参加。 

2013 年 3 月，在南京农业大学和西南大学主办“病虫测报技术培训”，120 人参加。 

2013 年 12 月，在浙江杭州召开 2014 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会商会。 

2013 年，与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联合编印《小麦重大病虫防治技术挂图》6000 册。 

 

二、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4 月～9月，组织专家对河南、四川、河北、北京、湖北、安徽、甘肃、新

疆、辽宁、黑龙江 10 多个省市小麦白粉病、锈病及黑穗病等病害进行越冬、春季流行、

越夏的调查和考察。 

2010 年 4 月 11～12 日，参与组织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全国锈病和白粉病研究协作

组会议”，110 人参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在云南丽江与植保信息专业委员会、病虫测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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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承办了由植保学会主办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技术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

会”，58 人参会。 

2010 年 9 月 26～29 日，组织在浙江杭州召开了“小麦白粉病菌和赤霉病菌的群体

遗传结构及其时空动态”公益科研专项总结会，60 人参会。 

2011 年 6 月 16～19 日，与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联合承办了在新疆新源县召开

的“气候异常变化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影响及应对技术学术研讨会”，50 人参加，交流

论文 40 多篇。 

201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组织委员参加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主办的“第 13 届国际禾谷类锈病和白粉病会议”，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

300 多名代表参会，其中国外代表 160 多人。 

2013 年 6 月 13～15 日，与植保信息专业委员和病虫害测报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了

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主办在广西兴安县召开的“突发性暴发性生物灾害早期预警与防控

技术学术研讨会”。 50 多人参会。 

2013 年 8 月 26-30 日，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与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在北京共同

承办了“第十一届国际植物病害流行学大会分会场—气传病害及其控制”，16 个国家 90

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宾 50 人，交流论文 60 篇，会议围绕多病害系统、病害决策支持系

统的开发、医学统计方法在流行学中的应用等议题展开讨论。 

 

三、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8 月 21～23 日，在贵阳召开“第一届全国玉米有害生物控制技术学术研讨

会”，180 多人参会。 

2010 年 11 下旬，在宁夏银川召开植物抗病虫专业学术研讨会，40 人参会。 

2010 年 12 月 17～19 日在银川召开“第二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与控制学术

研讨会”，42 人参会。会议主题“植物病虫发生流行与农业生态安全”。 

2013 年，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组织专家编写《小麦主要病虫害简明识别手册》10000

份，免费发放 8000 份。 

2013 年 8 月 22-25 日，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会与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共

同承办了“第十一届国际植物病害流行学大会分会场—全国第三次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

行与控制学术研讨会“，67 人参加，外宾 51 人，交流论文 6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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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防治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6 月 26～29 日，在宁夏银川召开“第六届全国生物防治学术研讨会”，300

余人参会。收录论文摘要集一本。 

2011 年 10 月 15～16 日，在北京召开“生物防治学科发展战略讨论会”，与会专家

撰写了生物防治发展建议书，向科技部、农业部提出了发展我国生物防治学科的建设性

意见。 

2011 年 10 月 18～23 日，与中华植物保护学会在台北联合举办“生物农药新产品创

制技术研讨会”，200 人参会。 

2011 年 7 月 22～25 日，与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江西南昌联合召开

“生物农药新产品创制技术研讨会”，250 人参加，交流论文 220 篇。 

2012 年 7 月 6～9 日，在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生物防治技术与产品应用交流会”，

113 人参会。 

2013年5 月 7～9 日，在江苏盐城举办“2013 全国生物农药发展与应用交流大会”，

270 余人参会。 

 

五、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7月 26～28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农区鼠害防控工作研讨会，140 多人参会。 

2010 年 11 月 9～12 日，在福州召开第七期全国农区鼠害监测及防控技术培训班暨

2011 年全国农区鼠害发生趋势会商会，160 人参会 

2011 年 7 月 12～15 日，在内蒙古召开“草原鼠类防治技术研讨会”，22 人参会。 

2011 年 8 月 15～19 日，组织 25 名委员开展了青藏铁路沿线开展鼠害考察活动，编

写了《青藏铁路沿线鼠情监测及防控褐家鼠随青藏铁路入侵西藏》的报告。 

2011 年 9 月 22～24 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陕西西安召开“第八期全

国农区鼠害监测及防控技术培训班”，140 人参加。 

2012 年 6 月 26～28 日，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联合在广州召开“农区鼠害监测技术

专家研讨会”，30 人参会。 

2012年10月31～11月3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浙江杭州举办“第

九期全国农区鼠害监测和防控技术培训班”，160 人参加。 

2013年6月4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了“农

区鼠害防控现场和经验交流会”，66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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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第十期全国农区鼠

害监测和防控技术培训班”，90 多人参会。 

六、园林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9 月 28～30 日，在安徽召开“第四届全国园艺作物病虫害预防与控制学术

研讨会”，248 人参会。 

2010年12月18～20日，在天津召开第六届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与经验研讨会，

600 余人参会。 

2011 年 5 月 25～27 日，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北京承办“第一届西

甜瓜病虫害防控技术交流研讨会，80 人参会。 

2012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园艺作物病虫害预防与控制学术研讨会”，

120 人参会。 

2012年12月8～9日，在长沙召开“第八届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与经验研讨会”，

400 人参会。 

2012 年 6 月 17～19 日，在浙江大学举办“番茄黄化曲叶病毒快速检测”培训班，

29 人参加。 

2012 年 9 月 8～10 日，在北京举办“第十六期蔬菜病害显微镜诊断培训班”，60

多名基层工作人员参加。 

2012 年 10 月 16～18 日，在山东潍坊举办“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综合防治示范现场

会”，35 人参会。 

2013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第九届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

技术与经验研讨会”，520 人参加。 

 

七、农药学分会 

2010 年 7 月 4～7 日，协助总会与美国 ARS 联合召开“国际土壤消毒大会”。 

2010 年 7～8 月，与中国农大应用化学系联合开展博士生科技下乡“1+1”活动。 

2011 年 3 月，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无公害农产品质量监控”论坛。 

2011 年 9 月～10 月分别在山东安丘、莱芜、平度、临沂、徐水，河北顺平，北京

平谷等地开展土壤消毒消毒技术培训，培训人数近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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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8～22 日，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草莓大会”上进行了土壤消毒

技术展示，获得大会组委会的表彰。 

 

八、杂草学分会 

2010 年启动了将于 2012 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杂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承办会议程

序、会址确定、初步筹资方案等进行了筹备。落实相关手续批件、会议地点；确定各组

织委员会成员及分会场召集人等信息。 

2011 年 8 月 23～26 日，在云南昆明主办“第十届全国杂草科学大会”，600 人参会，

会议收到论文 130 余篇，评选优秀论文 10 篇。 

2012 年 6 月 17～21 日在浙江杭州与相关单位联合承办了“第六届国际杂草科学大

会”，561 人参会，外宾 285 名。大会主题“动态杂草与多样化治理策略（Dynamic Weeds，

Diverse Solutions）”。会议收到论文摘要 475 篇，特邀中、外知名专家大报告 4 个，

分 19 个专题进行 246 项分组报告和 221 项墙报展示等进行交流和讨论。大会向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杂草学分会荣誉主任委员张泽溥先生颁发了“国际杂草学会终身成就奖”。 

2013 年 8 月 18～22 日，在湖南长沙主办“第十一届全国杂草科学大会”，300 人参

加。会议收到论文摘要 97 篇，论文全文 12 篇，评选出 7篇优秀论文。 

2013 年 10 月 12 日，杂草学分会在北京参与组织了“张泽溥先生 90 华诞暨从事科

学研究 70 年座谈会”。出版了《张泽溥先生 90 华诞暨从事科学研究 70 年纪念册》。 

2013 年 10 月 25～30 日，杂草学分会派员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 24 届亚太

杂草科学大会。 

 

九、植物检疫学分会 

2010 年 1 月 7～8 日，在京召开了植物检疫标准制修订培训会，检验检疫系统 44

位学员参加了会议。 

2010 年 3 月，在京召开 2010 年全国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动员部署会，普及林业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防治技术。 

2010 年 4 月 13～15 日，在京召开第二次植物检疫标准制修订培训会，50 多位学员

参加了会议。 

2010年 7月 14～1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2010年进出境植物检疫学术研讨会”。

会议给予获奖论文作者颁发了优秀论文奖获奖证书。 

2011 年 11 月 16～18日，在北京召开“外来杂草监测、鉴定技术研讨会”，90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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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22～23 日，在北京召开“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法规标准和国际粮食贸

易形势研讨会”，50 人参会。 

2013 年 5～8 月，组织专家赴江西、广东、湖北、江苏、新疆开展技术培训，协助

江西、湖北、江苏、山东、河北、新疆、广东等局开展杂草监测工作。发现并鉴定检疫

性杂草 20 余批次，发现中国新记录杂草 20 余种、属。 

十、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6～7 日，在陕西杨凌开展了针对国家现代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人员的小

麦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全国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单位和试验站的 50 名科技人员参

加了培训。 

2010 年 8 月 31 日至 9月 2日，与抗病虫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由总会在云南丽江召

开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技术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58 人参加。 

2011 年 5 月 27～30 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国际昆虫雷达研讨会”，30 人参会。 

2011 年 6 月 16～19 日，与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等在新疆乌鲁木齐新源县召开

“气候异常变化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影响及应对技术学术研讨会”，58 人参会，交流论

文 24 篇。 

2011 年 9 月 26～28 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组织专家 100 人，在山东济

南考察小麦地下害虫防治技术进展。 

2012 年 3 月 28～30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承办了“小麦病虫害诊断与识别、早期预

警和防控技术培训”，180 人参会。 

2012 年 2 月 27～28 日，组织委员对四川德阳、绵阳小麦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了实

地考察调研。 

2013 年 6 月 13～15 日，与相关分支机构联合承办了在广西兴安县召开的“突发性

暴发性生物灾害早期预警与防控技术学术研讨会”，60 人参加。会议主题：生物灾害早

期预警与应急防控。 

 

十一、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2010年5月26～27日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与有关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转基因作物

安全评价学术研讨会，36 位专家、学者与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于发研究员应邀在“第十二届中

国科协年会”上，作题为《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效益与风险评估》的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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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5～27 日，在北京召开“转基因水稻环境安全评价技术”交流会，30

人参会。 

2013 年 4 月 24～26 日，在福州农林大学应用生态研究所举办“2013 年学术年会”

和“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工作会”，30 多人参会。 

2013 年 3 月 22～24 日，在吉林召开“转基因植物研发与安全评价青年学术研讨会”，

30 人参加。 

十二、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9 月 15～17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德国、美国等 8个国家 10 多位专家到会，国内代表 200 多人参会。 

2011 年 5～10 月，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联合在 31 个省区市举办“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培训”，受众 10000 人。 

2011 年 6 月 2 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河北省迁安市扣庄乡举办

“2011 年全国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万名机手培训启动仪式”参加的机手 100 人。 

2012 年 4 月 23 日，与有关单位联合在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举办“低空航空施药

技术现场暨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与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联合在河南郑州组织召开“农用无

人直升机低空施药技术应用论坛”，400 人参会。 

2013 年 3 月 6～8 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分别在北京怀柔和山东临

沂举办了北方片和南方片植保机械展示观摩会，80 多人参加了观摩。 

2013 年 7 月 30 日，苏州市召开静电喷雾技术示范及推广应用交流会。83 人参会。 

2013 年 8 月 17 日，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湖北仙桃举办“水稻田专

用植保机械观摩展示暨技术培训班”，150 人参加。 

 

十三、植物化感作用专业委员会 

2011 年 8 月 1～4 日，在天津召开“中国第五届植物化感作用学术研讨会”，150 人

参加，会议表彰奖励优秀论文作者 5人。 

2013 年 8 月 5～8 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第六届植物化感作用学术研讨会”，120

人参加，评选优秀论文 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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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2010 年 8 月 17～18 日，在大连召开“绿色植保”高层论坛，130 人参会。 

2010 年度，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编印了《水稻病毒病防治技术彩色挂

图》一份，发行 2万册。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高级

培训班，40 多人参加。 

2011 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班，培训各省（市、区）以及重点示

范县植保技术人员 120 多人。 

2011 年 5 月，组织专家编印绿色防控技术挂图 6万份，其中《蔬菜绿色防控技术》

3万份，《果树绿色防控技术挂图》2万份，《茶树绿色防控技术挂图》1万份。 

2011 年 7 月，组织专家编印《中国农区鼠害监测与防控标准》。 

2011 年 6 月 16～19 日，在贵阳举办“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防治技术培训班”，40

人参加。 

2011 年 9 月，在陕西西安举办“第八期全国农区鼠害监测及防治技术培训班”，150

人参会。 

2012 年 9 月 6～7 日，联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浙江金华市召开了“生态工程

控制水稻害虫技术推广应用座谈会”，120 人参会。 

2012 年度，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大学等组织专家编印《生态工程治理水

稻害虫技术挂图》。 

2012 年 11 月 19～23 日，与农业部种植业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在南

京市举办“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高级师资培训班（南方片），100 人参加。 

2013 年 1 月 12～16 日，在北京举办“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高级师资培

训班（北方片）”，100 人参加了培训。 

2013 年 11 月 17～21 日，举办“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高级师资培训班（南

方片）”，120 人参加。 

2013 年，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编印《2013 年病虫防治历》1万份。 

 

十五、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0 年 4 月 23～26 日，在江苏扬州召开“第六届全国青年植保科技创新学术研讨

会由青年工作委员会”，135 人参加。 

2011 年 6 月 11～14 日，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联合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西北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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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区棉花病虫害监控技术培训班”，180 人参加。 

2011 年，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联合编印了《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第三版，由

金盾出版社印制 6.5 万份。 

2012 年 5 月 3～6 日，在贵阳花溪召开“第七届全国青年植保科技创新学术研讨会

由青年工作委员会”，110 人参加。 

2013 年 8 月 25～28 日，在安徽合肥召开“第八届全国青年植保科技创新学术研讨

会”，160 人参会。10 位青年骨干获得“优秀报告奖” 

 

十六、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 

2010 年 7 月 19～22 日，在青海西宁召开“2010 年植保技术与产品推广研讨会”，

300 人参会。 

2011 年 8 月 1～4 日，与植物化感作用专业委员会联合在天津召开“中国第五届植

物化感作用学术研讨会”，150 人参加。 

2011 年 5 月 20～23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水稻杀虫剂应用技术与市场推广交流会”，

200 人参加。 

2012 年 2 月 24～26 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了“杀菌剂发展与推广应用交流会”，250

人参加。 

2012 年 2 月 24～26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与有关单位共同举办“杀菌剂发展与推广应

用交流会”，250 位代表参加会议。 

2013 年 3 月 22-24 日在安徽合肥召开“除草剂发展与推广应用交流会”，300 人，

企业科技工作者 16 人，交流论文 10 篇，评选“2012 年植保产品贡献奖”31 名。 

2013 年 3 月 30 日在北京主办了“2012 年植保产品贡献奖”颁奖盛典。全国 100 多

个企业的 160 余名代表参加典礼。23 家企业获得“2012 年植保产品贡献奖”。 

 

十七、生物入侵分会 

2010 年 9月 18～21日，在上海召开“全球变化与生物灾害高层论坛”，80余人参会。 

2010年11月26～29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第三届全国生物入侵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8 月 27～29 日，在北京承办了中国科协“生物入侵防控科普知识培训班暨

入侵生物学研究与发展研讨会”，150 人参会。 

2012 年度，组织专家编著《生物入侵：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图鉴》2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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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3～27 日，在青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

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生物入侵大会”。350 人参会，其中外宾

111 人，会议收到英文论文、摘要 226 篇，编印英文版论文集 1 部。大会以“生物入侵

和粮食安全”为主题，以中、外嘉宾特邀报告 7个，分会场 15 个、6个卫星会议、墙报

展示等方式进行了学术交流。  

2013 年，主任委员万方浩研究员组织专家摄制有关外来生物入侵科技纪录片《豚草

终结者》一部，中英文字幕，时长 35 分钟。 

主办、协办期刊 

一、《植物保护学报》 

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一主办的《植物保护学报》在 2012 年迎来了创刊 50 周年庆

典。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植物保护学报》创刊 50 周年座谈会，40 多位编

委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士迈、郭予元、陈剑平分别致贺信、贺词。中国农业大学副

校长李召虎代表第二主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对《植物保护学报》创刊 50 周年表示祝贺。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 吴孔明、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戈峰研究员分别代表中国植物保

护学会、《应用昆虫学报》对《植物保护学报》创刊 50 周年表示祝贺。吴孔明理事长肯

定，学报对促进植保科技进步、培养优秀人才和繁荣植保学术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

献，并希望学报抓住历史机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进一步提升影响力，跻身国际知名专业刊物行列，进一步推动我国植保科技事业进步和

学会的发展。戈峰还希望今后两个学报互相学习，加强联系，共享经验，共同提升期刊

影响力。  

《植物保护学报》主编彩万志教授总结了学报发展 50 年来取得的成绩和主要经验。

与会编委代表共同研讨了学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机遇与对策。对学报 50 年的发展成

就给予充分肯定，对学报发展提出了良好祝愿与建议。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四、五届理事长、本刊第三任主编黄可训教授，我校农学院院

长彭友良教授等以及兄弟期刊也分别为学报创刊 50 周年发来了题词与贺信。  
 

二、《植物保护》 

2013 年 10 月 24 日，《植物保护》创刊 50 周年座谈会暨编委会在青岛举行，农业部

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家洋院长欣然给《植物保护》写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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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是我国植物保护领域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主办。1963 年创刊，50 年来，在

主管、主办单位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历届主编陈善铭、李光博、周大荣、吴孔

明先生的积极带领下，通过编委会、通讯员、编辑部、审稿专家的共同努力，《植物保

护》一直秉承历史赋予的重任，恪守办刊宗旨，高度重视期刊的导向性、科学性、实用

性和创新性，坚持面向生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兼顾，在办刊过程中始终

与植保历史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地记载了一代代植保专家、学者的呕心沥血之

作，紧密跟踪与展示了植保领域的发展，勇于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刊出了大

量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实用性的科研论文，在推动植保学科发展、展示植保科技成果、促

进植保科技进步、普及植保科技知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农业增产丰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优秀期刊奖、中国科协优秀

期刊奖等国家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奖励 16 项，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高度赞誉，成为

植保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此次庆祝《植物保护》创刊 50周年座谈会共有主办单位领导、编委、优秀审稿专家

等30余人参加。会议由《植物保护》第十一届编委会副主编、西南大学校长助理王进军

教授主持。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管理处郑传临处长宣读了李家洋院长写

给《植物保护》杂志的寄语。第十一届主编、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陈万权研究员代表编委会致辞，植物保护研究所张步江书记、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王振营秘书长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植物保护》编辑部主任王音编

审向与会代表做了《植物保护》创刊50周年回顾和近年工作进展的报告。专家们针对报

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还对评选出的40位优秀审稿专家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三、《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生物防治

学报》，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青岛召开了第四届编委会座谈会暨换届会议，主办单位

领导和编委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科研管理处郑传临处长主持会议并宣读了新一届编委会成员名单。第一主

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周雪平，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陈万权，《中国生物防治学报》主编、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张杰研究员共同向与会编委们颁发了聘书。 

周雪平所长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向第三届编委对学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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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编委表示欢迎。张杰主编宣读了上届编委会主编杨怀文研究员对主办单位、上届编

委和编辑部的感谢信，编辑部主任张莹博士向与会代表汇报了近年来的工作进展。与会

编委们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学报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张

杰主编进行了总结发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王振营秘书长代表学会作了讲话。 

四、《植物检疫》 

2011 年 9 月 8 日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协办，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植物

检疫》第六届编委会第二次会议于在吉林长春召开。参会人员有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检科院张立副院长和唐英章副院长、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植检处王福祥处

长、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宋玉双总工程师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内检、森检、外检

的部分编委和《食品指南》杂志社的人员共 33 人。会议由常务副社长徐亮主持。 

与会代表对近 3 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植物检疫》近几年在编辑人员变动

较大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认为《植物检疫》是公益性杂志，覆盖面比较

窄，在当前市场化经营背景下面临很大的挑战。该杂志是内检、森检以及外检系统的共

同平台，大家应该爱护珍惜。各位编委要履行编委的职责，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和资源，

尽力推荐高质量的稿件，提高期刊质量。此次编委会还一致通过了新一届编委会主任、

副主任及编委，并将对编委实行动态管理。 

2012 年 11 月 25 日《植物检疫》第七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检科院张立副院长、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吴坚副司长、国家林

业局森防总站宋玉双总工程师等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内检、森检、研究院及外检的

部分编委和《食品指南》杂志社的人员共 33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常务副社长徐鉴和主

编朱水芳主持。 

张立副院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在编委会各位委员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期刊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植物检疫》始终保持中文和科技双核心期刊的地位。但也存在着许

多不足和缺点，从总体上看，办刊水平与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仍有不小的差距。《植

物检疫》编辑部责任编辑张红梅介绍了《植物检疫》目前的基本情况，并对近 5年的工

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办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想法。认为《植物

检疫》是内检、森检以及外检系统的共同平台，大家应该爱护珍惜。并希望各位编委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和资源，提高期刊质量。 

编委们就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栏目调整、增加发行量和组建网上采编系统等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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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安全学报》 

由福建省昆虫学会与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共同主办的《生物安全学报》于 2011 正式

创刊，创刊以来期刊已发表学术论文 150 篇，发行期刊约 4000 册。组织了“外来入侵杂

草生物防治”专刊与“入侵水生生物学”专栏，分别发表文章 19 篇和 10 篇。2012 年度，

期刊在“中国知网”的下载总量达 11117 篇次，机构用户达 1927 个，分布 8 个国家和地

区，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日本国会图书馆等知名科研院所。目前，期刊已进入中

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并完成 DOI 号的分配与链接。创刊以来，《生物安全学报》

编辑部在福建农林大学召开了两次编委会议，主编、副主编以及部分编委出席，并邀请

到 Biocontrol Science & Technology 的主编 Mark Goettel 参会，会议围绕坚持“有特

色、高标准和国际化”的办刊理念，共同探讨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已参加多次

大型学术会议，包括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昆虫学年会，国际国内生物入侵大会等，

制作 poster 和宣传材料，三年来共向各类会议赠送期刊 500 余册，宣传资料 800 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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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及分支机构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人） 地点 联系人 电话 

学术活动 

1 
2014 年中国科协生物灾害

防治研讨会 

总结 2013 年生物灾害发

生情况，分析 2014 年发生

趋势和防控对策建议。 

1 月 13-14 日 50 北京 文丽萍 010－62815913 

2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安

全专业委员 2014 年学术年

会 

结合转基因重大专项重点

研讨国内转基因生物安全

研究新进展与下一步研究

方向；同时研讨分析国际

上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新

进展与新动态。 

5 月 40-50 待定 
叶恭银 

李云河 

13957120565 

13681001571 

3 
第四届植保机械与施药技

术论坛 

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 
8 月 200 北京 何雄奎 010-62731446 

4 
2014 年全国植保高层论坛

暨全国植保所长联谊会 

研讨植保科技研究进展，

加强全国农科系统植保研

究所的交流与合作。 

8 月 100 江西 郑传临 010-62815909 

5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4 年

学术年会 

学术交流 
10 月 800  待定 王振营 010－62815945 

6 
2014 年度植物抗病虫专业

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研讨我国农作物抗病虫研

究进展 11 月 60 开封 马占鸿 010-62733111 

7 
生物防治实用技术与产品

应用研讨会 

交流实际生产中可供大规

模应用的生防产品与技术
10月 14-16日 约 300 人 武汉 邱德文 010-8210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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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十三届国际木霉菌与粘

帚霉专题研讨会 

交流近年来木霉菌和粘帚

霉在分类学、遗传学、生

物化学、生物防治与生态

学等方面理论进展及产品

商业化开发和应用的新趋

势。 

10 月 18-20 日 100 多名 上海 陈捷 021-34206141 

9 
2014 海峡两岸生物防治学

术研讨会 

交流近年来两岸生物防治

研究与应用的进展 
11 月 2-5 日 约 200 人 昆明 蒋细良 010-82106381 

10 
第一届全国青年入侵生物

学科技工作者创新论坛 

研讨入侵生物学主要和核

心方向的科学问题，促进

入侵生物学青年科技工作

者掌握本学科领域科技发

展动态 

8 月 80-90 待定 
陆永跃 

周忠实 

13763399972 

18210487809 

11 园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年会 
园艺病虫害防治的综合防

控技术 
11 月 150 人 山东 张友军 13311120738 

12 
第十届全国葡萄病虫害防

治技术与经验研讨会 

葡萄病虫害防控学术交

流、技术研讨和经验分享
11 月底 400-500 人 

郑 州 或

北京 
王忠跃 010-62815926 

13 农田杂草防控技术研讨会 

针对水稻、小麦、玉米等

作物田杂草防控技术进行

研讨与交流 

11 月 50 人 杭州 李香菊 010-62813309 

14 
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

技术研讨会 

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

技术、发生危害规律和防

控技术研究 

7 月 12-15 日 60 人 成都 张云慧 010-62815934 

15 植物检疫学术研讨会 
植物检疫管理技术研讨 

待定 50 人 北京 段胜男 
010-82262412 

 

16 
主要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

研讨会 

研讨我国主要病虫害发

生、监测预警和防治策略 待定 50-60 人 待定 
程登发 

周益林 

010-2815935 

010-62815946 



附件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会讯 

 

 72

组织活动 

1 
杂草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

委员全体会议 

总结分会 2013 年度工作，

研讨学会及学科发展方

向。 

1 月 50 人 北京 李香菊 010-62813309 

2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十一
届二次在京常务理事会扩
大会议 

总结 2013 年工作，研讨

2014 年工作计划。 
1 月 18 日 60 人 北京 文丽萍 010－62815913 

3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4 年
工作会议暨十一届三次常
务理事会 

部署 2014 年工作计划 4 月 100 人 湖南 王振营 010－62815945 

4 鼠害防控现场会 鼠害防治 5 月 60 人 云南 郭永旺 010-59194523 

5 青年植保学术研讨会 
青年研究人员研讨植物保

护学科 新进展 
4-6 月 80 人 待定 陆宴辉 010-62816631 

6 
葡萄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

班 
葡萄病虫害防控技术 3-10 月 

1000 人左右 

（5次左右） 

各 葡 萄

主产区 
王忠跃 010-62815926 

继续教育和培训 

1 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培训 培训 4-10 月 10000 人 待定 郭永旺 010-59194523 

2 
2014 年全国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高级师资培训班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培训 
11 月 120 人 待定 郭荣 010-59194542 

3 植物检疫技术培训班 
监测鉴定、监测等新技术

培训 
10 月 100 人 北京 段胜男 15811410439 

4 鼠害监测与防治技术培训 鼠害培训 11 月 120 待定 郭永旺 010-5919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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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活动 

1 编印《绿色防控技术挂图》 
宣传普及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 

1 月 15 人 北京 周阳 010-59194542 

2 在京编委会 汇报 2013 年工作 1 月 20 人 北京 王音 010-62819059 

3 小麦病害考察和咨询活动 

在小麦生长季节组织专家
对小麦主产区的病害进行
考察，为当地小麦病害的
防治决策提供了支撑信息

4-5 月 20 人 

河南、陕
西、甘肃、
四川、湖
北、新疆
等省市 

周益林 010-62815946 

4 编委会会议 
《植物保护学报》的发展

与挑战 
7 月 50 陕西 高峰 010-62732528 

科普活动 

1 
麦田抗药性杂草及难治杂草
综合治理技术展示推广会 

展示推广麦田抗药性杂草
及难治杂草综合治理技术

4月 50 
江苏、 
湖北 

李香菊 010-62813309 

2 鼠害防控专家指导 技术指导 3-9 月 10 人次 有关省 郭永旺 010-59194523 

3 外来入侵生物识别与防控  6 月 10-15 人次 
山东 
武城县 

侯有明 
周忠实 

13850178235 
18210487809 

4 鼠害防控专家指导 技术指导 3-9 月 10 人次 有关省 郭永旺 010-59194523 

其他活动 

1 
李杨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
活动 

研讨李扬汉先生学术思想 1月 100 人 南京 李香菊 010-62813309 

2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五届
植保科技奖表彰奖励活动 

表彰奖励植保科技奖项目
和个人 

10 月 800 人 待定 文丽萍 010－62815913 

3 生态农场和家庭农庄建设 
体验和观看生态农场和家
庭农庄 

8 月-10 月 60 人/3-5 次 

中国农科
院廊坊科
研中试基
地 

王忠跃 010-628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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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联系方式 
 

分支机构名称 主任委员 挂靠单位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病虫测报专业委员会 刘万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100125 010-59194540 

植保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 周益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海淀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815946 

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会 马占鸿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北京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733111 

生物防治专业委员会 邱德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82105929 

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钟天润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100125 010-59194548 

园林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 张友军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100081 010-82109518 

农药学分会 周志强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北京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733547 

杂草学分会 张朝贤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海淀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815937 

植物检疫学分会 张  立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朝阳区高碑店北路甲 3 号 100123 010-85746005 

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 程登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815935 

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叶恭银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571-88982696 

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专业委员会 邵振润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100125 010-59194523 

植物化感作用专业委员会 孔垂华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732752 

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杨普云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100125 010-59194543 

青年工作委员会 陆宴辉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816631 

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 郑永权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62815908 

生物入侵分会 万方浩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100193 010-8210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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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级植物保护学会联系方式 
 

名称 挂靠单位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北京昆虫学会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环保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 9 号 100097 010-88463669 

北京植物病理学会 北京市科协学会联办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农路 7 号 102206 010-80799012 

天津市农学会植保分科学会 天津市植保植检站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西园道 5 号 300061 022-28450686 

河北省植物保护学会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保定市东关大街 437 号 071000 0312-5915676 

山西省植物保护学会 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总站 太原市双塔西街 98 号 030001 0351-7821505 

辽宁省植物保护学会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沈阳市东陵路 84 号 110161 024-31023356 

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 吉林省农技推广总站 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兴华街 303 号 136100 0434-6283183 

黑龙江省植物保护学会 黑龙江省植保植检站 哈尔滨珠江路 21 号 150090 0451-82310543 

上海市植物保护学会 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上海市龙吴路 899 号 200232 021-54353836 

江苏省植物病理学会 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钟灵街 50 号 210014 025-84390400 

江苏省昆虫学会 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钟灵街 50 号 210014 025-84390400 

浙江省植物保护学会 浙江省植物保护检疫局 杭州市秋涛北路 131 号 310020 0571-86692308 

安徽省植物保护学会 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 合肥市徽州大道 419 号农业大厦 230001 0551-2622483 

福建省植物保护学会 福建省植保植检站 福州市华林路 123 号 350003 0591-87856081 

江西省植物保护学会 江西省植保植检站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科技大道 99 号 330096 0791-88119275 

山东农学会植保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济南市工业北路 202 号 250100 0531-88960304 

河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郑州市农业路 1 号 450002 0371-65717371 

湖北省植物保护学会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 湖北武汉洪山区狮子山街 430070 027-8728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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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挂靠单位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湖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湖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远大二路 726 号 410125 0731-84691162 

广东省植物保护学会 广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金颖路 7 号 510640 020-87597431 

广西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新竹小区 76 栋 530022 0771-5854244 

海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口市流芳路 9 号 571100 0898-65314609 

重庆市植物保护学会 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400716 023-68251541 

四川省植物保护学会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成都外东静居寺路 20 号 610066 028-84504090 

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 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贵阳市小河区金农社区 550006 0851-3855894 

云南省植物保护学会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 昆明市永兴路 19 号 650022 0871-4178721 

西藏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西藏农牧科学院农研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 157 号 850000 0891-6867318 

陕西省植物保护学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杨凌西路 22 号 712100 029-87091781 

甘肃省植物保护学会 甘肃省农科院植保所 兰州市安宁区农科院新村 1 号 730070 0931-7614843 

青海省农学会植物保护分会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宁市宁张路 83 号 810016 0971-5311617  

宁夏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宁夏农技推广总站 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289 号 750001 0951-673387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学会 新疆农科院植保所 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403 号 830091 0991-4514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