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召开“第三届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 

暨中微肥创新联盟 2018 年会”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位理事： 

粮安天下，无“微”不至。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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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和应用，做好中微量

元素与大量元素之间的协同配合，科学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是当下提高肥料利

用率，实现减施增效、化肥“零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为了进一步推动我

国中微量元素研究与中微肥产业健康发展，由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化工报社、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75 家

科研院所、媒体和企事业单位，本着“成立一个联盟、竖起一杆大旗、服务一个

产业”的宗旨，于 2016 年 9 月在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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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读双甲子，薪火传天下”，2018 年恰逢华中农业大学 120 周年校庆，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70 周年院庆，联盟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确定 2018

年 8 月 22-24 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召开“第三届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

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微肥创新联盟 2018 年会”，为校庆和院庆献礼。大会将设置 

“院士专家创新论坛”、“企业家创业论坛”“青年英才发展论坛”等专场，会议

期间颁发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青年英才奖，同期召开联盟一届三次理事会，联盟

专家将会同全国科研院所和企业产业界等，为“十四五”期间中微量元素营养与

中微肥研究建言献策。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中微肥   新时代   新使命 

二、会议专题 

1.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过程；  

2. 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机理与高效利用； 

3. 中微量元素与大量元素的协同增效作用及机理； 

4. 中微量元素新型肥料及施用关键技术； 

5. 中微量元素肥料企业科技创新成果。 

三、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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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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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冠名企业：暂缺 

指导单位：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

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部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上海化工研究院等。 

媒体支持：新华网、科技日报、中国化工报、农民日报、农资导报、中国农

资导报网。 

会议组织委员会： 

主  任： 

石  磊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主  任       

副主任： 

姜存仓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副主任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胡承孝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鲁剑巍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徐芳森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赵竹青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王  创 教授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丁广大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刘新伟 博士  华中农业大学微量元素研究中心 

四、参加人员 

1、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等； 

2、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专家，联盟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

事长、理事、会员或单位负责人； 

3、中微量元素相关肥料企业及欲通过中微肥实现传统肥增值的氮、磷、钾复

合肥、水溶肥及生物有机肥等知名企业代表。 

五、会议形式 

    特邀报告，专题讨论，墙报展示，中微量元素新型肥料产品展示等；会议期



 

间实地参观考察华中农业大学肥料学教学实习基地、现代温室大棚示范园。 

六、会议费用 

   7 月 30 日前汇款缴费，2000 元/人（学生 1600 元/人）；会议报到时现场缴费

2600 元/人（学生 2000 元/人），含会议资料、用餐、会议室等费用。 

汇款：汇款请注明“微肥会议-姓名”。 

开户行：中国银行武汉华农支行，户名：华中农业大学，账号：5547 5752 8331  

七、会议时间  8 月 22 日报到，23-24 日开会。 

八、会议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  

九、会议论文征集 

1. 中微量元素营养及肥料相关研究性、综述性或观点性论文或摘要； 

2. 推广单位或生产企业有关中微肥技术性、产品效果性论文或摘要； 

3. 格式要求：题目：三号宋体；作者及单位、E-mail 地址，五号楷体；正

文：小四号宋体。请采用 office2000 以上软件排版； 

4. 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 

5. 论文请发给刘新伟博士：lxw2016@mail.hzau.edu.cn。 

十、会务联系人  

姜存仓（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3114374223 

丁广大（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8040518338 

刘新伟（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18064093993 

王  洋（中国化工报社《农资导报》）                18611375700 

马彦平（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秘书处）               15811500365 

 

 

    

 

                                     中国化工报社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第三届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微肥创

新联盟 2018 年会 

大会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2018.8.22 

8:00-22:00 参会人员报到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 

20:00-22:00 

 

 

 

 

 

20:00-22:00 

1、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

理事会议：讨论理事成员增改选、“青年英

才奖”评选、中国中微肥“十四五”重点专

项申报、下一届会议承办单位及举办地点

等重大事项 

2、“青年英才发展论坛”报告专场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 

2018.8.23 

8:00-12:00 

1、开幕式 

2、中国中微量元素及肥料产学研创新联盟

“青年英才奖”颁奖仪式   

3、大会报告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 

14:30-17:00 

 

 

17:10-18:00 

1、专题报告一：院士专家创新论坛，  

2、专题报告二：企业家创业论坛，  

 

1、参观肥料学实习基地大楼及示范园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1

楼和 5 楼） 

 

微肥楼 

2018.8.24 

8:30-12:00 
1、 大会报告 

2、 墙报展示及评委评奖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 

14:30-17:00 

17:10-18:00 

 

 

 

 

1、大会报告 

1、大会闭幕式 

2、优秀研究生报告及墙报颁奖； 

3、华中农业大学第四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知识大赛 颁奖 

3、宣布下一届会议承办单位及举办地点 

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一号楼 

 

 

 



 

附件 2   

第三届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微肥创

新联盟 2018 年会 

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税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E-mail 入住时间 

      

      

是否做报告 

是□，报告题目：    

                 

（注：根据要求报告的人数尽量安排） 

 

否□ 

华中农业大

学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 1

号楼 

（双人/单人间）350 元/间天，含双早；  

双人间；是□    否□     （是否合住：是□    否□） 

单人间：是□    否□ 

 

备注：会议回执请发给刘新伟：lxw2016@mail.hzau.edu.cn，电话： 18064093993 

住宿：（双人/单人间）350 元/间天，按报名先后顺序进行房间或与其他宾馆调配。 

 

 

 

 

mailto:lxw2016@mail.hz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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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院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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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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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中国中微肥创新联盟一届理事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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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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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健 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理事 

21 奧努爾 艾梯麦亚太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理事 

22 胡冬南 江西农业大学 教授 理事 

23 汪  洪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理事 

24 朱毅勇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理事 



 

25 汪建飞 安徽科技学院 副校长 理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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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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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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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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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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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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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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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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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魏兆猛 中国农业出版社 编辑 会员 

35 周先标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 董事长 会员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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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陈延华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

所 
 会员 

38 张  强 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工程师 会员 

39 刘苡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硕士 会员 

40 冶  军 石河子大学 副教授 会员 

41 刘俊萍 江西农业大学  会员 

42 张承林 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 会员 

43 朱毅勇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会员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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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徐正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农艺师 会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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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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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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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管  冠 
赣南师范大学/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博士 会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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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曾庆銮 赣州市果业局 高级农艺师 会员 

52 王  寅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会员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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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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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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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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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吴志超 广州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公共检测中心 博士 会员 

58 孙冰清 安徽科技学院 助教 会员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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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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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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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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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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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郑苍松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会员 

65 车太龙 营口菱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会员 

66 王瑞东 康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会员 

67 马玉奎 康朴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会员 

68 王维勇 武汉盛大神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69 李洪顺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临沂研发中心 经理 会员 

70 陈心想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临沂研发中心 副经理 会员 

71 周  宇 山东衡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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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施刘砚 福建中化智胜化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4 魏  娜 山东圣德源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

经理 
会员 



 

75 张海鹏 鞍山华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6 习文波 天津纽艾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7 邓志勇 阿道姆（青岛）肥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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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周  峰 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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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周义新 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2 王  刚 生之道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83 吕云峰 美稼农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84 段成玉 新疆家乐富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85 苏志刚 远通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 会员 

86 李忠益 湖北美洋化肥科技有限公司 农化顾问 会员 

87 王  宁 河北真功夫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8 尹吉山 北京金山生态动力素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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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陈金虎 南京佳玛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会员 

91 吕昆明 广西乐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会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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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杨国富 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程师 会员 

94 詹雄波 钟祥凯龙楚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部长 会员 

95 苏春林 湖南隆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员 

96 郑文杰 湖北吾尔利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97 卢  剑 湖北吾尔利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98 高建强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员 

99 魏景龙 河北象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00 张桂玲 天津芦阳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 会员 

101 郭超峰 郑州世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会员 

102 罗  华 四川十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03 高秀美 山东新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会员 

104 苗  柯 邯郸市万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105 程  艳 武汉市沃农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会员 

106 何  雷 青岛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07 张星龙 山西鼎丰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08 李田田 大连微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09 徐立云 河北九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110 路  娟 山西宝田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