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业经济学会 2013 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为了加强北京地区农业经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北京农业经济学会商议决定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中国人大学举行“北京农业经济学会 2013 学术年会”
。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是“经济发
展新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发展”。会议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主题论坛，将邀请著名学者作专题
报告；第二部分是年会学术论文发表，通过设立分会场的方式，邀请所有征文入选者报告其学术研
究成果。现针对第二部分的学术论文发表，开展征文活动。
一、征文对象和范围
1．征文不特别设定研究内容，凡属于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都可以投稿参与征文。
征文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鼓励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
2. 作者对象为北京地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其它单位的农业经济研究者，特别欢迎广大
有志于农业经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
3. 参与征文的论文须为未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以保证入选本年会发表和作为年会论文集出
版不存在版权问题。但在本年会首次发表和出版论文集后，不限制在其他期刊等的二次发表。
二、征文的审核和入选
1．学会组织专家对所有的征文开展匿名评审，将根据论文的质量决定入选的论文 25 篇左右，
并评选出征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入选奖，在年会上颁发获奖论文证书，并对获一等奖的论
文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所有入选论文的主要作者将被作为会议正式代表邀请到会发表。
2、所有入选论文将在会后作为论文集正式出版。入选优秀论文在各期刊发表后，将优先推荐
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接受转载评审。
三、征文格式要求与提交
1、应征论文请用 Word 录入排版，图表直接插入在正文中。征文论文单篇字数原则上不超过
15000 字。详细格式要求见附件或请参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网站上的详细通知。
2、应征论文请于 11 月 2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同时发送到学会秘书处征文联系
人的以下电子邮箱。
四、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
谷莘老师，联系方式：010-62511063，E-mail：guxinagec@163.com
吕建兴，联系方式：13261775170，E-mail：lvjianxingruc@126.com
附件：征文的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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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参与（黑体，三号，居中，段前：1.5 行）的认知

*

——基于鲁农户（黑体，四号，居中、段后 1.5 行）的分析

孔祥智 1 徐珍源 1 蔡赟 2
（1 中国人民大学**学院；2 宜春学院仿宋，小四号，居中；段前：0 行；段后：1 行）
摘 要：本文基于 2007 年 323 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不超过 250 字；黑体，5 号，前空
两字。段前：1 行，段后：0.5 行。
）…以促进更多的农户加入。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 合作组织 农户行为（3-5 个；黑体，5 号字，之间空 1 字）

一、引言（黑体，小三号字，居中，段前后：1 行）
2003 年 10 月 14 日，…（正文：宋体，五号字。行距：多陪行距，1.25，段前后：0.5 行）…
农业部于 2004 年推出了农业“七大体系”建设系列规划1。2008 年 1 月 31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
（页面设置要求：A4 纸张、纵向。页边距：上、下为：2.5 厘米；左、右为：2.6 厘米；装订
线为：0 厘米。全页：行距为：多陪行距 1.25，段前后：0.5 行）

（一）农户基本情况（黑体，四号字，段前后：0.5 行）
1、人口与劳动力情况（黑体，小四号字，段前后不空行）
（征文可采用三级标题，各级标题的格式要求如上注）……
表 1 农户获得生产技术指导情况（表题：黑体，五号字，居中）
技术指导方式

接受服务比率

收费占比

不收费占比

技术人员上门指导

0.311

0.040

0.960

推广机构技术推广

0.334

0.085

0.915

技术培训（宋体，五号字）

0.398

0.016

0.984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问卷„（表注和资料来源：宋体，小五号字，左对齐） 。

（图和表分别统一编号，表格采用“三线”表形式，表中文字为宋体、五号字。数据和英文字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在标题中标注*，在页脚注明项目来源（项目批准号）
。宋体，小五号字，左对齐。
）
1

“七大体系”包括种养业良种体系、„（文中注释采用页脚注，每页重新编号，宋体，小五号字，左对齐）
。

各种方式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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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接受合作组织的技术服务方式（图题：黑体，五号字，居中，在图下）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问卷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图注和资料来源：宋体，小五号字，左对齐） 。……

五、研究结论
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田地规模小、……。
（正文后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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