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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联盟名称 

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简称：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英文

名称为：China Medium &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 Industry Innovating Union, 缩

写为 CMFIU。 

1.2 联盟宗旨 

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是由中微量元素及肥料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相

关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自愿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自律性的行业组织，旨

在为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微肥施用技术、新型肥料研

发与应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进而促进中微量元素及肥料科研、教学、生产和

市场主体的融合发展，实现“产、学、研、用、资、媒”等跨行业多层面战略合作、

互联互通、协作创新，共同致力于强化中微量元素在农业中的重要性，提升化学

肥料产品附加值、提高肥料利用率、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推动中微量元素肥产

业规范化、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 

1.3 联盟技术依托单位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化工研究院及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中国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新型肥料专业委员会等。 

2 背景与概念 

多年来，中微量元素研究及中微肥的推广应用为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受一味追求作物高产大量施用氮、磷、钾大

化肥，忽视中微量元素肥料投入的影响，部分中微量元素生理性缺乏表现得日益

明显。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显示，当前耕地中钙、镁、硫、硼、铁、锌、

锰、铜、钼在缺素临界值以下的耕地比例分别占到 64%、53%、40%、84%、31%、

41%、48%、25%、59%，合理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既可提高作物产量与品质，

甚至可起到明显改善一些典型地方病的治疗效果。因此，中微量元素营养调控已

成为现代高效集约化农业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之一，化肥“零增长”、平衡施肥、

提质增效、水肥一体化对发展中微量元素肥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我

国中微量元素营养与中微肥施用关键技术研究、中微肥产业化依然存在诸多瓶颈

和挑战，联盟的成立恰逢其时。 

3 联盟的任务 

汇聚中国中微量元素营养研究和推广的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领导

和专家，汇聚中国中微量元素肥料生产、营销、科学施用等方面的企业代表、经

销商和种植大户，共同推动中国中微量元素营养与中微肥施用关键技术研究和中



2 
 

微肥的产业化，引领传统肥料产品通过中微量元素实现提质增效，进而引领肥企

转型和促进行业进步。 

3.1 宣传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发展中微量元素肥工业的方针政策，承担承办

政府有关部门授权或委托的有关工作。提出行业发展规划建议，反映会员和行业

的要求和意见，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依据，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服务。 

3.2 参与制定、修订中微量元素肥料及含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有关国家标准和

行业内各类技术标准、技术规程、管理办法等技术性法规，组织贯彻实施并进行

监督。协助科研院所、推广机构、产销企业做好中微肥的科学施用指导工作。 

3.3 以联盟专家委员会为技术依托单位，定期（原则上一年不少于一次）开

展中微量元素研究相关进展和强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和共性技术研讨，建立中国中

微量元素营养研究和推广的信息发布平台。 

3.4 举办各类学术交流会、技术交流会，总结、交流、消化、吸收国内外中

微量元素营养及肥料技术先进经验，做好现有中微量元素肥料新产品工业化生产

和推广应用，为市场宣传提供方便。根据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举办各类展览会。 

3.5 组织对企业人才、技术、职业、管理、法规等培训，指导、协助会员单

位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集

中组织专项技术攻关，组织实施具体的科技创新项目，大力推动中微量元素营养

及肥料产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调整。 

3.6 发展与国内外相关行业的联系与交流，开展技术经济方面的合作，协助

会员开展国际市场，协调对外贸易争议。组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立联盟成员

间在技术、人员、信息等资源的共享机制，为联盟成员开展以中微量元素为着力

点的新型肥料科学创新试验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3.7 开展中微量元素及相关肥料市场调研，借助媒体平台实现扶优打假，尤

其是对参与制、售假冒伪劣中微量元素肥产品和行为通过媒体进行曝光，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自律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3.8 开展本联盟宗旨框架内的其它活动。 

4 联盟的组织机构 

4.1 组织原则 

根据《国科发政〔2008〕770 号》文，《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

建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国中微量元素营养

研究和推广的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微量元素肥料生产、营销、科

学施用等方面的企业代表、经销商和种植大户等，均可申请加入联盟。 

4.2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理事会和秘书处，专家委员会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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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团，理事会为联盟决策机构，秘书处为联盟常设机构。秘书处负责联盟技术

和日常服务管理等事务。联盟会员大会为联盟最高权力机构。 

4.3 专家委员会的组成、职责 

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负责指导联盟

的战略规划。2016 年 9 月 23~25 日，由联盟主要发起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中国

化工报社、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新型肥料专业委员会在华中农业大学联合举

办的“全国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微量元素及

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上聘任了由本领域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组成的

联盟专家委员专家。大会聘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资源

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张福锁教授为专家委员会主席，华中农业大学微量

元素研究中心徐芳森教授为专家委员会副主席，聘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陈防研

究员等 22 位专家为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见附件 3）。 

4.4 理事会的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 

4.4.1 理事会的组成 

理事会是联盟的决策机构，由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行业指导

部门的主要领导或其指定的代表组成。2016 年 9 月 23~25 日，“全国作物中微

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

新联盟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华中农业大学原副校长、华中农业大学微

量元素研究中心王运华教授为联盟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理事长简介见附件 4），

选举产生了中国化工报社副社长张健秋等 3名同志为联盟一届理事会常务副

理事长，选举产生了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家辉等 8

名同志为联盟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选举产生了龙灯作物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区总经理刘学军等 15 名同志为联盟一届理事会理事及南京佳玛驰生态工

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金虎等 69 名同志被吸纳为联盟会员。（名单见附件 5） 

4.4.2 理事会的职责 

理事会负责制定联盟产业技术发展方向，组织并督促联盟各成员单位贯彻落

实，协调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 

4.4.3 理事会议事规则 

联盟理事会议事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理事会成员投票决定，凡联盟

的重大决策、选举、接纳新成员或其它需要投票决定的方案，以同意票数超过三

分之二以上方能通过。 

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职权范围包括制定和修改章程、选举和罢

免理事、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决定终止事项及本联盟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会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大会闭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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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领导本联盟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理事会的职权包括执行会员大会

的决议，选举和罢免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筹备召

开会员大会，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决定联盟专家委员

会成员、秘书处副秘书长的聘任，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4.5 秘书处的组成、职责和工作制度 

秘书处是联盟的常设办事结构，负责联盟日常事务，组织理事会相关会议，

在理事会闭会期间代行服务职能。秘书处的职权范围包括组织实施联盟年度工作

计划，提名副秘书长候选名单交理事会决定。2016 年 9 月 23~25 日，“全国作物

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

研创新联盟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大客户总监马

彦平为联盟秘书处秘书长，并聘任了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总经理卞会涛等 3 名同志为联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名单见附件 5）。 

5 联盟会员加入与退出 

5.1 申请加入联盟的会员必须拥护本联盟的章程，联盟坚持“自愿入会，自

愿退会”的原则，申请加入联盟的会员单位须在所在地区或全国中微量元素营养

研究、产业化、推广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 

5.2 申请加入联盟会员的单位，应向联盟秘书处提交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

产学研创新联盟会员申请表（见附件 6），秘书处审查相关资料，提交理事会讨

论并决定是否接纳。当申请单位获得联盟理事会批准后，即成为联盟的正式成员，

并发给会员证书。若联盟成员无理由不参加联盟会议和活动，不履行联盟成员义

务，不按照联盟成立宗旨从事中微量元素营养及肥料相应的科研、经营管理活动，

经理事会审议，可以劝其退出或除名。 

5.3 联盟成员退出时应向联盟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退出联盟的成员不再享

受联盟内的一切优惠服务和共享资源。任何成员退出联盟后，自退出联盟之日起，

必须保守入盟期间联盟技术、成果、专利等各项商业秘密 5 年。 

6 联盟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6.1 会员权利 

6.1.1 联盟会员享有参加理事会会议，参与讨论和表决联盟发展的重大决策、

决议和事项的权利，拥有本联盟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有获得本联盟专

家委员会专家优先提供指导的权利，有获得本联盟服务的优先权，有权结合实际

提出要求解决本单位、本行业有关问题的建议或提案。有参加联盟定期和不定期

举行的信息沟通与技术交流、培训等活动的权利。 

6.1.2 享受联盟提供的免费或优惠服务，其中包括技术传授、技术推广、人

员培训及信息服务等。在会员单位对外形象展示、产品宣传推广等方面有利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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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名称和 LOGO 等相关资源的权利，但务必要提前告知秘书处。联盟成员有参

与制定、修订中微量元素肥料及含中微量元素肥料的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内各类

技术标准、技术规程、管理办法等技术性法规的权利。有对本联盟工作提出批评

建议和实施监督的权利。 

6.1.3 退出联盟的权利。 

6.2 会员义务 

6.2.1 联盟会员有拥护、遵守本联盟章程，执行本联盟决议的义务，有维护

本联盟的声誉和合法权益的义务。有完成本联盟交办的工作及向联盟反映情况、

提供有关资料的义务。有保守联盟中有关重要技术秘密，维护联盟知识产权的义

务。 

6.2.2 有积极配合、协助联盟专家委员会专家开展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

方面重大项目实施、国家专项资助申报及落实的义务。 

7 违约责任 

7.1 违约责任 

联盟成员违反本章程约定的义务，经联盟理事会决定，可视违约情况劝其退

出联盟或从联盟中除名。给其他联盟成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7.2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章程而引起的任何纠纷应通过相关各方友好协商，通过联盟理事会

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联盟常设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附则 

本章程经 2016 年 9 月 24 日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一届一次

理事会表决通过。本章程解释权属本联盟理事会。联盟秘书处联系电话：

010-82032423，邮箱：283987653@qq.com，传真：010-82038586。 

 

 

附件 1：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标识 

附件 2：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发起单位名录 

附件 3：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名单 

附件 4：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简介 

附件 5：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理事会主要成员、会员名单 

附件 6：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会员申请表（含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人员适用，生

产、流通企业单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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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标识 

联盟 LOGO（绿色代表联盟宗旨——为农服务，两片树叶托起希望之星，蕴

意联盟在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对接中的使命，CMFIU 字母为联盟英文 China 

Medium & Micro-elements Fertilizer Idustry Innovating Union 的缩写）。 

 

联盟理事会核心成员牌匾及会员牌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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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发起单位名录 

 

科研院所/事业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化工报社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 

新型肥料湖北省工程中心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新型肥料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上海化工研究院 

华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石河子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湖北省农业厅 

安徽科技学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 

广州农业科学院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 

赣州市果业局 

武汉市农科院 

 

中微肥知名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绿色农华植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德钾盐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瓮福金谷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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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龙灯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亚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汇力肥业有限公司 

四川爱隆植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中化智胜化肥有限公司 

山东圣德源肥业有限公司 

鞍山华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纽艾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阿道姆（青岛）肥料有限公司 

湖北地康土壤改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闻喜复肥分公司 

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 

生之道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稼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新疆家乐富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远通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北美洋化肥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真功夫肥业有限公司 

北京金山生态动力素制造有限公司 

包头市兆远高新技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佳玛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农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乐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营口菱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康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武汉盛大神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临沂研发中心 

山东衡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隆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吾尔利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河北象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芦阳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世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十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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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名单 

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联盟职务 

1 张福锁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国农大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主任 主席 

2 徐芳森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教授 副主席 

3 白由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4 陈防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研究员 委员 

5 杜昌文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6 高祥照 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研究员 委员 

7 鲁明星 湖北省农业厅土壤肥料工作站 研究员 委员 

8 沈仁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9 王朝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0 吴良欢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 委员 

11 赵方杰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教授 委员 

12 郑绍建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委员 

13 周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委员 

14 左元梅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5 陈明良 上海化工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委员 

16 胡承孝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7 鲁剑巍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8 涂书新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9 王富华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 
研究员 委员 

20 王荔军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10 
 

21 吴礼树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22 喻敏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广东省佛

山科技学院 
教授 委员 

23 赵竹青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24 朱端卫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委员 

25 王创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研究员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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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简介 

 

王运华，男，1935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农业大学原副校长，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原主任，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

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 年春退休。 

长期从事植物营养学教学、科学研究工作。1975 年与在湖北省新洲县（现武

汉市新洲区）发现棉花“蕾而不花”，研究确定为缺硼症状；1989 年在武汉市新

洲区发现冬小麦越冬期叶片黄化死苗，研究确定为缺钼症状；2006 年研究江西

省赣州市研究纽荷尔脐橙叶片黄化，确定为主要缺硼并有缺钼症状。和研究团队

研究建立了我国棉花施硼的技术体系，研究建立了我国冬小麦施施钼的体系技

术，研究提出了赣南纽荷尔脐橙施硼配合施钼技术。这些技术在全国示范推广，

增产效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和研究团队坚持系统、深入的

应用基础研究：硼与其他营养元素互作、硼及硼钼配合施用与作物产量和品质形

成，我国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硼；硼与植物细胞壁，植物对硼吸收及在植物体内的

运输与分配，硼与植物碳代谢，硼与酶和激素，硼与作物营养生长和生殖器官发

育及其解剖结构等，取得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成果。 

为节约硼肥资源、促进持续发展，开展植物营养遗传学研究，支持创建了以

徐芳森教授为带头人的华中农业大学植物营养遗传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

科研项目 30 多项。主持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6 篇，主编、副主编著作 3 部，参编教材 2 部，2015 年主编出版《中国农

业中的硼》专著，培养研究生 7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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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一届理事会名单 

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理事会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联盟职务 

1 王运华 
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

研究中心 

（原）副校长

/教授 
理事长 

2 石磊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副院长 常务副理事长 

3 张健秋 中国化工报社 副社长 常务副理事长 

4 胡照顺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常务副理事长 

5 姜存仓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系主任 副理事长 

6 王勇 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 副总编辑 副理事长 

7 沈兵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新型肥料专业

委员会 
主任 副理事长 

8 陈家辉 迪斯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副理事长 

9 程光明 北京绿色农华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副理事长 

10 张新民 山东瓮福金谷化肥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理事长 

11 郭延亮 深圳德钾盐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副理事长 

12 李广泽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研究院院长 
副理事长 

14 马彦平 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 大客户总监 秘书长 

15 李燕婷 
中国农科院区划所/中国植物营养与肥

料学会新型肥料专业委员会 

副研究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16 卞会涛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总经理 副秘书长 

17 刘新伟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秘书/讲师 副秘书长 

13 刘学军 龙灯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区 

总经理 
理事 

18 张浩 大连亚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 

19 曾雪东 四川省汇力肥业有限公司 总农艺师 理事 

20 胡冬南 江西农业大学 教授 理事 

21 汪洪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理事 

22 朱毅勇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理事 

23 汪建飞 安徽科技学院 副校长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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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丁广大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25 孙学成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26 蔡红梅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27 李小坤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28 任涛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29 谭启玲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30 耿明建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31 郭再华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教授 理事 

32 魏兆猛 中国农业出版社 编辑 会员 

33 周先标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 董事长 会员 

34 王甲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

所 
研究室主任 会员 

35 陈延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

所 
 会员 

36 张强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工程师 会员 

37 刘苡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硕士 会员 

38 冶军 石河子大学 副教授 会员 

39 刘俊萍 江西农业大学  会员 

40 张承林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会员 

41 朱毅勇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会员 

42 王新勇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

究所 
所长 会员 

43 徐正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农艺师 会员 

44 陈迪文 
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

研究所） 
农艺师 会员 

45 刘桂东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博士 会员 

46 周高峰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博士 会员 

47 管冠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博士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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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姚锋先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博士 会员 

49 曾庆銮 赣州市果业局 高级农艺师 会员 

50 王寅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会员 

51 丛日还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博士 会员 

52 张文君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华中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博士 会员 

53 洪娟 武汉市农科院作物所植物营养研究室 高级农艺师 会员 

54 王素萍 武汉市农科院作物所植物营养研究室 中级农艺师 会员 

55 吴志超 广州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检测中心 博士 会员 

56 孙冰清 安徽科技学院 助教 会员 

57 杜雷 武汉市农科院作物所植物营养研究室 中级农艺师 会员 

58 黄翔 武汉市农科院作物所植物营养研究室 高级农艺师 会员 

59 张贵友 武汉市农科院作物所植物营养研究室 中级农艺师 会员 

60 卢颖林 
广东省生物工程研究所/广州甘蔗糖业

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会员 

61 董合林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副研究员/ 

课题组长 
会员 

62 郑苍松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会员 

63 车太龙 营口菱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会员 

64 王瑞东 康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会员 

65 马玉奎 康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会员 

66 王维勇 武汉盛大神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67 李洪顺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临沂研发中心 经理 会员 

68 陈心想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临沂研发中心 副经理 会员 

69 周宇 山东衡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0 吕宗良 四川爱隆植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会员 

71 施刘砚 福建中化智胜化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2 魏娜 山东圣德源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会员 

73 张海鹏 鞍山华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4 习文波 天津纽艾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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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邓志勇 阿道姆（青岛）肥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6 魏泽国 湖北地康土壤改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会员 

77 周峰 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78 郭文龙 
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闻

喜复肥分公司 

复合肥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9 周义新 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0 王刚 生之道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81 吕云峰 美稼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82 段成玉 新疆家乐富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83 苏志刚 远通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 会员 

84 李忠益 湖北美洋化肥科技有限公司 农化顾问 会员 

85 王宁 河北真功夫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6 尹吉山 北京金山生态动力素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7 杨逢春 包头市兆远高新技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会员 

88 陈金虎 南京佳玛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会员 

89 吕昆明 广西乐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会员 

90 林子超 安徽省农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会员 

91 杨国富 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会员 

92 詹雄波 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会员 

93 苏春林 湖南隆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员 

94 郑文杰 湖北吾尔利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95 卢剑 湖北吾尔利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96 高建强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员 

97 魏景龙 河北象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98 张桂玲 天津芦阳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 会员 

99 郭超峰 郑州世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100 罗华 四川十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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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会员申请表 

（含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人员适用，生产、流通企业单位适用） 

 

(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人员适用)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技术职称  现任职务  

联系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主 

要 

学 

术 

兼 

职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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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会员申请表 

 

(生产、流通企业单位适用) 

企业名称  

地址  邮编  

企业负责人 姓名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法人代表      

总经理      

生产副总      

销售副总      

企业联系人      

主要中微肥产品 产能（吨） 2015 年产量（吨） 

   

   

   

   

企业简介 

 

对中微量元素及

肥料产学研创新

联盟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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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生产、流通企业单位人员适用)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技术职称  现任职务  

联系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推荐单位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