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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 

会议通知 

2017 Chinese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CAFEM) 

尊敬的各位学者： 

    2017“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定于 2017年 10 月 12-15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经年会学术委员会专家评审，本届年会共有 200篇论文被录用。年会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作主旨演讲和学术前沿报告，并通过设置教师报告分会场、研究生报告分会场、主题专

场、墙报专场等方式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共享学术盛宴！ 

    同时，为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评议组定于 2017年 10月 11-12日召开“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

培训会”，邀请知名专家就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框架设计进行培训，并就优秀开题报告

进行现场点评。培训为公益性质，不收取费用。欢迎各位研究生积极参加！ 

一、年会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 

        《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 

二、会议日程 

培训会 

10月 11日 下午 报到、注册 

10月 12日 
上午 培训 

下午 研讨交流 

学术年会 

10月 12日 下午 报到、注册 

10月 13日 
上午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下午 分会报告、墙报专场 

10月 14日 
上午 主题专场、分会报告 

下午 主题专场、分会报告、墙报专场 

10月 15日 
上午 大会报告、闭幕式 

下午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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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费缴纳方式 

    1、会议费收取标准： 

    （1）一般会议费：1000元/人，学生参会者减半为 500元/人。 

    （2）投稿论文（无论是否录用）非学生作者：500元/人。 

    （3）投稿论文（无论是否录用）学生作者：300元/人。 

    2、缴费方式：  

    会议费一律通过网上支付，缴费网址：登录年会网站 http://cafem2017.njau.edu.cn，

左侧点击“会议报名缴费”进入缴费系统，缴费时间为 9月 15日 0:00-9 月 30日 24:00，

报到现场不收取现金。具体缴费方式请参考缴费网站上的说明。 

    3、发票：会议费由南京农业大学开具发票，发票在会议期间领取，领取地点为年会会

务组，发票内容统一为“会议费”。请在缴费系统中注明发票抬头。 

四、会议报到与交通提醒 

    1、会议报到 

    （1）报到时间：2017 年 10 月 12 日 14:00-20:00 报到。（同时参加“农林经济管理学

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培训会”的研究生请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 14:00-20:00 报到） 

    （2）报到地点：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大厦（学术交流中心），南京市童卫路 20号。 

    2、交通提醒 

    （1）乘坐火车至南京站下车的代表，请乘坐地铁 1 号线至新街口站换乘 2 号线（往经

天路方向）在下马坊站下车，从 3 号出口出站直行 50 米到南京农业大学北门；乘坐出租车

前往宾馆，车费约 25元左右；乘坐公交 36路车到卫岗站下车，前行 50米右转进入童卫路，

转乘 84路到童卫路南站下，向前 90米即到。 

    （2）乘坐火车至南京南站下车的代表，请乘坐地铁 1 号线至新街口站换乘 2 号线（往

经天路方向）在下马坊站下车，从 3 号出口出站直行 50 米到南京农业大学北门；乘坐出租

车前往宾馆，车费约 30元左右。 

    （3）乘坐飞机到达禄口国际机场的代表，请乘坐机场线地铁（T2航站楼一楼国内到达

出口左转 50米可到达地铁口。）到南京南站换乘地铁 1号线至新街口站再换乘 2号线（往经

天路方向）在下马坊站下车，从 3 号出口出站直行 50 米到南京农业大学北门；乘坐民航大

巴到西华门站（25元）下车后，转乘出租车前往宾馆，车费约 15元左右；直接从机场乘出

租车前往宾馆，车费约 125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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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食宿 

    1、参会代表往返旅费、住宿费自理。 

    2、会议期间午餐、晚餐由大会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3、住宿请参会代表自行安排。会议期正值南京旅游旺季，酒店房源比较紧张，请参会

代表尽早提前预订住房，会议地点周边酒店信息如下： 

    （1）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大厦，单间、标间优惠价格为人民币 340元/天/间（含早），预

订电话：025-84393980。会务组已在翰苑宾馆预留了一些房间，请代表自行与酒店联系订房，

说明是“南农大农经年会”参会人员。 

    （2）南京超群精选酒店，南京市后标营路 86-6 号（南京农业大学南门斜对面），预订

电话：025-86299955。 

    （3）南京同心园宾馆（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大街 51 号（距离

南京农业大学 1.7公里），预订电话：025-85262266。 

    （4）丽锦花园酒店，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大街 33 号（中山陵地区 近中山门，距离南

京农业大学 2.1公里），预订电话：025-84270666。 

    （5）锦江之星（南京后标营路店），南京市后标营路 86-1号（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旁），

预订电话：025-58595999。 

    （6）如家快捷酒店（月牙湖银城东苑店），南京市东苑路 10 号（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南

大门 300米），预订电话：025-89630666。 

    （7）168 旅店，南京市后标营路 98 号（南京农业大学南大门正对面），预订电话：

025-84286888。 

六、其 他 

    1、教师报告分会场。教师报告分会场的报告人须为教师，如教师因故不能前来参会报

告，原报告安排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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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会场报告交流 PPT。因会议提前调试需要，论文入选年会分会场报告交流的作者

请在 10月 8日前将交流 PPT发送至邮箱：cem@njau.edu.cn。 

    3、墙报专场。请入选墙报专场的作者自行制作墙报并携带至会议，会议组织方提供墙

报展架，具体要求请见附件，墙报做成中文版面。如未能按标准要求制作的墙报，将无法被

安排参加墙报专场交流。 

    4、会议合影。本次年会合影照片电子版将放到年会网站上供大家下载，不发纸版照片。 

七、会议回执 

    请在 2017 年 9月 22 日前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3）并发至邮箱：cem@njau.edu.cn。 

八、会议联系 

     联系人：夏德峰  025-84395741  13813968387 

             张  梅  025-84395741  13952038265 

     邮  箱：cem@njau.edu.cn 

     年会网站：http://cafem2017.njau.edu.cn 

 

 

附件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培训会会议通知 

附件 2：墙报参考示例 

附件 3：2017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参会回执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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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培训会 

会议通知 

 

遵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 2016 年（哈尔滨）会议精

神，为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学科评议组定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在南京召开“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培训会”，邀

请知名专家就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框架设计进行培训，并就优秀开题报告进

行现场点评和交流。 

报到时间：10 月 11 日下午 

会议时间：10 月 12 日 

会议地点：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大厦（学术交流中心），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20 号 

参会人员：在读博士生 

会议安排： 

上午：名家讲座（翰苑六楼报告厅） 

 08:30-08:45 承办方致辞（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教授） 

 08:45-10:15 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设计（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 

 10:30-12:00 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设计（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 

下午：优秀开题报告示范交流会（翰苑六楼报告厅） 

点评教师：钟甫宁教授，何秀荣教授 

 14:00-15:50 两个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学生汇报 15 分，点评交流 40 分） 

 16:10-18:00 两个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每人汇报 15 分，交流讨论 40 分） 

会议食宿统一安排，往返交通费与住宿费自理。 

    联系人：张梅：13952038265；徐志刚：13776627207 

 

主办单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 

承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二 O 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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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墙报参考示例 

 

 

 

 

 

 

 

 

 

 

 

 

 

 

 

 

 

 

 

 

   注：1、制作要求：墙报为 X展架画面，统一尺寸：“高 180CM，宽 80CM，分辨率 150”，

单面打印，每篇论文限一个版面，四个角打孔。 

       2、语言要求：上述墙报为参考示例，墙报做成中文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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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手  机 
 

Email 
 

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其他          

学生：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职  务 
 

到达日期 
 

离开日期 
 

类 别 

 

 

 

 

 

 

 

 

 

 

 

 

 

是否参加 10月 12

日的培训会议 

（限研究生填写） 

□是；□否 

备注：1、教师报告分会场的报告人须为教师，如教师因故不能前来参会报告，

原报告安排将被取消。 

     2、入选研究生墙报专场的作者自行制作墙报并携带至会议，会议组织

方提供墙报展架，具体要求请见附件，墙报做成中文版面。如未能按标准要求

制作的墙报，将无法被安排参加墙报专场交流。  

教师报告分会场 

□报告人   □其他作者 

录用论文编号：        

研究生报告分会场 

□报告人   □其他作者 

录用论文编号：        

研究生墙报专场 

□报告人   □其他作者 

录用论文编号：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