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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要闻

◎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命李长生同志为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4 月 24 日上午，学校在图书馆一楼会议厅召开全校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任职决定，

李长生同志任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公务员局局长冯海龙宣读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李长生

同志任职决定，经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李长生同志任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党

组书记赵国刚在讲话中强调，省委任命李长生同志担任东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是根据东北农业大学实际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

经过通盘考虑做出的决定。孙登林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到省政协任职。李长生表示，东农是自己的母校。

一定倍加珍惜与同志们共事的机会，倍加珍惜为母校服务的机会，与大家一道，继往开来、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奋力谱写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新篇章，为龙江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校食品学院姜毓君教授荣获“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4 月 16 日，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对此次会议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胡春华主持会议。本次大会在北京设主会场，在各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分会场。此次表彰是经中央批准，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开展的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彰活动，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均为推动食品安全工作的优秀代表，为守护食品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发挥了突出的

示范引领作用。我校食品学院姜毓君教授受到表彰，荣获“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今日
东农

教学科研

02

教学科研

◎我校农学院孟凡立教授在《The Plant Cell》发表研究成果  

　　3月 25 日，植物学国际顶尖权威学术刊物《The Plant Cell》（5年平均影响因子 10.144）在线发表了农学院孟凡立教

授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Genomic Editing of Intronic Enhancers Unveils Their Role in Fine-Tuning Tissue-

Specific Gene Expression in Arabidopsis thaliana”的研究论文。该论文被 The Plant Cell 杂志选为亮点文章以 In 

Brief “Not-so-selfish-DNA? Intronic enhancers fine-tune spatio-temporal gene expression”为题目，进行了重

点推介。该研究首次揭示了植物内含子型增强子精确调控基因时空特异性表达的分子机制，这是我校首次以第一单位在 The 

Plant Cell 发表研究论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孟凡立教授为第一作者，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知名学者和领军科学家蒋继明

教授为通讯作者，博士生杨明宇和硕士生李洋参与工作。该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龙江省自然基金和东北农

业大学 ESI 学科提升计划的资助。

◎我校“肉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团队在国际顶尖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3 月 28 日，我校“肉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团队在食品国际顶尖权威学术刊物《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一 区，IF=11.077） 在 线 发 表 了 题 为“Filamentous myosin in low-ionic strength meat protein 

processing media: assembly mechanism, impact on protein functionality, and inhibition strategies”的高水平论文。

论文综述了肌肉蛋白中的主要蛋白质——肌球蛋白的分子装配行为以及其在低离子环境中的功能性，同时综述了肌球蛋白的

定向改性策略，这对提高肌肉蛋白在低盐条件下的功能性和加工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开发新型肉蛋白产品以及低盐肉制

品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该论文以东北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孔保华教授、陈倩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刘昊天博士为

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东北农业大学ESI学科提升计划和东农学者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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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

◎我校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杨帆教授在国际权威期刊《Chemical Society Reviews》发表论文  

　　4 月 1 日，国际权威学术刊物《Chemical Society Reviews》（IF=42.846）在线发表了我校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杨帆

教授课题组与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合作的综述性文章——《Natural and artificial humic substances to manage 

minerals, ions, water, and soil microorganisms》。这是我校首次以第一作者单位在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发表

综述性文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杨帆教授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Markus Antonietti教授（欧

洲科学院院士、瑞士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化学会荣誉会士）为共同通讯作者，我校博士研究生汤春宇为第二作者。该项研

究工作得到龙江学者和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我校教师首次入选 2020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4 月 22 日，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布 2020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Highly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本

次国内共有来自 373 个高校 / 科研单位 / 企业的 4023 位学者入选。我校食品学院孔保华教授、动医学院徐世文教授、生命

学院魏自民教授分别在食品科学与工程、兽医学、生物学学科领域进入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这是我校教师首次入选该榜单。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以 Scopus 数据库（全球先进的同行评议摘要引文索引库）作为统计来源。入选条件

是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英文文献，文献被引频次较高且所有文献的整体影响力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入选该榜单表明教师在相关研究领域具备了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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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北大荒马铃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签约仪式在我校举行  

　　4 月 8 日下午，北大荒马铃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签约仪式在我校主楼 610 会议室举行。农学院张丽莉副教授和研发中心

总经理马力分别代表校企双方签订了《北大荒马铃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协议书。北大荒马铃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军

旗介绍了北大荒马铃薯集团与我校合作的历史，并对北大荒马铃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提出了展望。我校副校长刘竹青对与北

大荒马铃薯集团校企合作的重大意义给与肯定。他指出，马铃薯是我国第四大主粮作物，打造马铃薯种薯、商品薯生产及全

粉加工第一大省在黑龙江省“十四五”战略中意义重大。据悉，本次协议签订后，北大荒马铃薯东北农大研发中心将在马铃

薯淀粉、全粉加工专用型品种及优质鲜薯食用型品种选育、部分东农系列马铃薯品种繁育和推广、本科生实习实训等方面与

我校开展深度合作。

◎我校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公司举行技术交流活动  

　　4 月 20 日，应我校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邀请，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到我校就推进国乳中心与伊利集团合作项目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开幕式在图书馆召开，食品学院院长姜毓君主持开幕式。党

委书记潘俊波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辞，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玉琢代表国乳中心介绍双方合作背景和项目前

期沟通情况，姜毓君介绍了食品学院的整体情况和在乳品研究领域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条件，伊利集团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院

研发总监何剑等专家分别说明了伊利集团的项目合作意向。伊利集团一行参观了乳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以及中试平台和分析测试平台。合作双方就食品安全与风险评估技术、敏感营养物质包埋技术、功能性益生菌技术

等 5 个基于双方前期交流形成的重点合作方向分 5 组进行了深入探讨。据悉，2020 年 12 月，我校国乳中心与伊利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此次技术交流是双方“推动实质性合作项目落地”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双方共同创建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一

项重要举措，通过国乳中心与伊利集团搭建的协同创新平台，能够促进更多的专业老师和企业专家形成广泛交流的联络机制，

促进食品学院及食品学科在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发挥更重要得作用，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在产业一线转化推广，共同

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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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

◎东农男子篮球队在第二十三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荣获佳绩

　　第二十三届中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CUBA）北部区赛于 4 月 23 日在吉林大学落下帷幕。我校大学生男子篮球队作为

黑龙江省大学生篮球联赛的第一名，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此次比赛。经过九天的激烈角逐，我校男子篮球队取得了第六名的

好成绩，赛出了参加此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据悉，此次中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 (CUBA）北部赛区，共有长江以北 16 个省、

直辖市的 16 支代表队参赛。我校男子篮球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在体育教研部党总支书记徐金星带队，部竞赛管理中心

主任孙立民、教练员范永胜的带领下，不畏强手，克服困难，敢打敢拼，赛出了风格，展现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东

农精神，为东农争了光，为黑龙江省争得了荣誉。

合作交流

◎我校结合备春耕生产扎实推进与建三江分公司 2021 年合作共建  

　　为持续推进与建三江分公司合作共建，促进“东农 • 建三江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实效运行，保证 2021 年科技合

作项目有效实施，日前，结合建三江分公司备春耕生产实际，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组织水产养殖专家尹海富副教授、专职

推广人员孙文鹏等，赴建三江分公司各所属农场就科技合作项目计划方案与落地实施等相关工作开展实地踏查和对接座谈。

学校专家组一行就“智能、高效精准变量施肥技术”“育秧基质研发与应用”“五谷丰素生物制剂技术”“水稻育秧棚二次

利用技术”等科技合作项目进行现场踏查，并参观了红卫农场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的暗室叠盘育苗生产车间及智能化超级大

棚，与红卫农场党委书记王满友、副场长隋喜友等就依托智慧农业先行示范区开展深入合作进行了沟通交流。据悉，下一步，

学校将根据本次对接交流收集的各个农场不同的技术需求和生产实际，以 2021 年与建三江分公司的科技示范项目为重点，

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完善实施方案，并结合建三江分公司备春耕生产，深入落实合作项目，确保校企合作落实落靠、取得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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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岳奎忠“牛”专家科技帮扶 牛产业效益翻番

　　“岳老师，牧场的几头牛这两天不怎么卧床，不

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您有空过来看看吧。”林甸县

的百姓手机里有这样一位“牛”县长，谁家的牛生病了，

一问他就能知道咋回事。

　　这位“牛”县长叫岳奎忠，是东北农业大学动物

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现挂职林甸县副县长。除去承

担的学校科研工作，他一年在林甸能待上 200 多天，

来了会直奔牛舍。有时他着急到县里开会，来不及换

衣服，身上经常带着牛粪味。

　　2009 年，东北农业大学与大庆市签署校市共建

协议，选派科技专家到贫困县开展科技扶贫。作为一

名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岳奎忠主动申请到离家

300 多公里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林甸县开展科

技扶贫。

　　初见岳奎忠，当地村民没太当回事，寻思大学教

授到这儿走个形式，比划比划就拉倒了。但随着岳奎

忠的全方位技术指导，全县奶牛牧场由 11 个简陋牧

场发展到 31 个规模化牧场，村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

位“不坐办公室下基层，不穿西服穿工装，不吃大餐

吃便饭，不上公寓上牛舍”的“四不科技人才”不是
黑龙江日报 2021 年 4 月 19 日 要闻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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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镀金的，而是来沾土的。

　　“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能为他们做一点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我这个学畜牧专业的农家子弟就知

足了。”岳奎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挂职时间一延再延，当地百姓舍不得让他走。“岳老

师要是走了，牛我真不养了。”在村民们心中，岳奎忠不但是奶牛专家，还是奶牛养殖户的管家。全县

31 个牧场，每个月他都跑一遍，牧场之间最远的有几十公里，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开车去看。痛风病

犯了，拄着拐也要去。在林甸县，岳奎忠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他的手机也从不关机、不换号，村

民们有啥问题抄起电话就打，拿不定主意了也找他合计。

　　2015 年刚到林甸，通过走访，岳奎忠发现林甸县牧场虽然采取合作养牛的方式，但部分寄养户为了

节约成本，经常选用低成本的饲草饲料饲喂奶牛，甚至个别寄养户没有将秸秆和羊草等粗饲料进行预扎，

从而形成了表面上看投入少了、成本低了，实质上陷入了产出更少、收入更低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一问题，

岳奎忠通过与寄养户掰着手指头算账、手把手教等方式，把寄养户的错误观念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带动

1000 余户奶牛寄养户养殖效益实现了翻番。

　　2016 年，林甸县依托奶牛产业，探索“托牛入场”扶贫模式，采取“政府 + 金融部门 + 牧场 + 贫困

户”的方式，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2019 年全县一举脱贫摘帽。截至2020年 6月底，“托牛入场”

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 4244 户，每户每年获得收益 2000 元。

　　针对经常出现的“抗奶”问题，岳奎忠借助东北农业大学的科研技术力量，研发出治疗奶牛乳房炎

无抗药物 10 个，申请发明专利 6 个。他经常深入村屯开展畜牧业课题调研，推广使用进口优质冻精约 

11 万剂、诊治乳房炎奶牛 20000 余头、开展技术人员培训 1100 余人次、建立 3个牧场专家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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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瑞丰牧场多头奶牛出现流产问题。牧场负责人安春明起初以为是牛互相挤着了，过阵子就能好，

但是后来一个月流产 10 多头，损失了 100 多万元，他坐不住了，赶紧向岳老师拨打了求助电话。受疫情

影响，岳奎忠无法到现场，在电话里帮助分析原因，一一支招。按照岳奎忠教的方法，牧场工作人员给

牛打了疫苗加上饲料控制，再往后一头也没流产，安春明逢人便夸“这个牛专家真是太牛了”。

　　目前，泌乳奶牛全部进入规模牧场饲养管理，奶牛规模养殖比例达到 100%。奶量单产从 18 公斤提

升到现在的 32 公斤，优质奶率达到 100%，年产奶量由 2015 年 4.7 万吨递增到 2020 年末的 33 万吨，

全县优质奶牛存栏 7.4 万头，较“十二五”期末增长 85%，实现奶业增收 2.25 亿元，带动就业 2400 余

人。岳奎忠指导建设的润琦现代化牧场、永兴现代化牧场等 30 余家奶牛规模牧场蓬勃发展，也给农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现在的林甸县已形成了集奶牛养殖、牛奶加工、饲草饲料、物流带动的全产业链条，

一个百亿级奶业产业园初具规模。

　　“只要我还干得动，就不会停下脚步。”岳奎忠用科技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脚步依然铿锵。

（新闻来源：黑龙江日报 2021 年 4 月 19 日 要闻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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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东北农业大学：念活“豆字经” 培育“金种子”

　　中国教育报（记者 曹曦 通讯员 冯丹 徐小添）立足龙江，

服务“三农”。建校 73 年来，东北农业大学培育了 300 多个优

质的寒地作物品种，为东北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品种和

新技术。

　　近日，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再次传来好消息：王绍东教授团

队制定的黑龙江省地方标准“无腥味大豆原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和“无腥味大豆大田用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正式颁布执行，填

补了我国食品加工专用原料高附加值大豆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空

白。

　　精心培育优质品种的种子，再从实验室精挑细选，播撒在适

宜种植区……东北农业大学的专家们努力把科学研究和黑龙江农

业生产问题结合起来，科技助力大豆变“金豆”，念活“豆字经”。

　　“‘东农 42’太高，节间又太长，在推广过程中表现出倒

伏和下部结荚少等缺点，遇到大风或是雨水大的年份倒伏厉害，

只能人工收获，很影响商品性。”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陈庆

山介绍，相关团队很早就意识到该品种改良和升级的迫切，他

们以“东农 42”为底盘品种，利用矮秆品种杂交，经过反复试

验，最终多个品种通过黑龙江省审定，其中一个就是“东农豆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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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品系拿到‘东农 42’推广面积最大的区域试验，结果完全超出预期，现在‘东农豆

252’已经是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主导品种，每年推广面积在 200 万亩左右，得到种植户和加工企业的认

可。”陈庆山说。

　　东北农业大学大豆专家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们解决了国家和黑龙江省各时期的大豆关键技术和‘卡

脖子’问题。”陈庆山介绍，截至目前，学校培育并推广了 100 多个优质大豆品种。

　　“一手出品种，一手出论文。”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张淑珍与大豆有着不解之缘。2002 年留校

任教至今，她始终致力于大豆抗病遗传育种的研究，为大豆育种提供抗性资源，主持、参加培育东农号

大豆新品种 20 个。对科研的热爱与执着让张淑珍在工作中充满热情、全心投入，带领团队对大豆抗疫霉

根腐病分子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大豆抗病分子育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最重要的是品种的突破，

我们积极进行资源整合、平台构建、人才培养和分配、现代育种体系构建等，带动了整个产业的转型升

级和快速发展。未来，在大豆大面积生产上，东北北部能够稳定在每亩 400 斤、南部地区能够稳定在每

亩 450 斤。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打赢了这场种业翻身仗。”陈庆山说。

　　“4 年来，学校高层次人才高增长、零流失，实现了总量、层次、贡献率的较大提升。”东北农业

大学校长包军介绍，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会员中 42% 来自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科研

人员 70% 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学子挺起了中国大豆科研的脊梁”。

（新闻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1 年 4 月 27 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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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铁柱，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 2000 级
校友，中国畜牧业协会智能畜牧分会副会长，现
任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CEO，主要立足养
殖智能产品，深耕智能养殖技术研发。
　　勤以献礼、毅以为方，梦想和远方，为之奋
力拼搏过的才叫光华远航。从半亩方塘到大千疆
场，鞠铁柱校友一路走来，鲜花和掌声背后从来
都不止艰辛而已，刻下的也不止辉煌璀璨，还有
初心不忘、梦付远方。

缘来缘浅缘如梦，絮言絮语絮半生

　　早在读书时期，绘画是鞠铁柱校友当时最大
的兴趣爱好。然而，似乎是一种缘分，准备走艺
考道路的他，最终缺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东北农业
大学。可能在这种机缘巧合下，就已经为他埋下
了从事与养殖相关的产业的伏笔。当被问及选择
动物科学专业的缘由时，他灿然一笑，回答到：“填

以梦为马，挥汗远方 ——访 2000 级动物科学

专业校友、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CEO 鞠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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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东农和动物科学专业其实是个偶然，当时
没有找到人生方向，心里还很迷茫，就在一
位师兄的建议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面对专业预期落空的现实，鞠铁柱校友
没有放任自己沉沦，而是凭着敏锐的商业嗅
觉嗅到了计算机行业的商机和前景。在设备
不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鞠铁柱开始了学
习计算机的道路，在项目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能力，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中积蓄资金和
行业知识。紧接着，敢想敢做的鞠铁柱校友
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业务能力得到了老师和师
兄们抛出的橄榄枝，从形象设计到软件开发
到宣传片拍摄再到 3D 技术，一步一步走出
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大道。两年的基础夯实，促使鞠铁柱校友在大三时成功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
的公司。
　　回望整个大学时光，鞠铁柱校友感叹到，东农无疑是他梦想的摇篮，他现在的工作，是从
他进入大学学习畜牧专业开始，这就是源头。他始终没有离开畜牧养殖业太远；始终关心着畜
牧业发展，这毕竟是他四年大学生涯的宝贵财富。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创业，进入 IT 行业，他以为，
他与畜牧业也已经隔了万重山水。但在千回百转间，他又回到了畜牧养殖业，这个行业让他从
来没有过的信心十足，他也非常有信心做好这份工作，为农牧行业的转型出一份力。



东农
之光

校友风采

13

谆谆教诲时缠耳畔，金玉良言铭记于心

　　“问到给学弟学妹们的建议时，鞠铁柱校友用自身经历总结了三点。
　　第一是，要确定目标。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而航行。在鞠校友学习和创业的历
程中，为了改变现状，他不仅仅只满足于畜牧学知识，还扩充学习了 IT 技术，用畜牧学、IT 来
创造了自己的未来。“就像企业的愿景一样。企业最根本的是使命、愿景、价值观。比如一个
愿景想要高超一点的话，我就需要改变什么？”所以在大学期间，同学们应做的是通过了解自己，
了解世界，不断修正梦想，以致逐梦扬帆再起航。同时也要规划好大学的时光，要有阶段性目标，
这个目标应当出于使命、符合意愿，并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第二是，要敢于试错，敢于创新。在鞠校友的创业过程中，也经历过迷茫和失望，也有寻
找发展道路后的失败和低谷期。然而，面对挫折，他总结失败的经验，然后进行思考，寻找其
他行之有效的创业方法，继续坚持。所以同学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要害怕
犯错，把犯错当成学习的机会，积极地思考，在错误和挫折中收集经验，学习方法，同时也要
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顺势而为，将优势与资源结合在一起，才能收获成功。      
　　第三是，要以真诚和善良笑对他人。鞠铁柱校友站在现在回望过去，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在
他的心里仍然有很深的烙印，会一生不能释怀。鞠校友建议同学们与人交往要多付出自己的真诚，
与人为善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同时也希望同学们不要把社会和人生想得太过复杂，让自己也
变得太过复杂，世界其实是很简单的。同学们应当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纯粹，才能
体会到世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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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潜行始隈，山开旷望旋平陆

　　“身处东农，学在动科”的环境与资源使鞠铁柱校友与畜牧业息息相关，在创业过程中鞠
铁柱校友发现当时中国猪饲养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养猪行业的巨大提升空间和发展前景。
也是从那时起，动态精准智能化养殖的理念在他脑中悄悄萌芽了。“学习最好的方法是实践，
而不是书本。”商业传奇的缔造，也许就蕴藏在这两句简单的话语里。鞠铁柱校友带着这样的
想法，组建小龙潜行企业，以无人、精准、动态为目标，不断实践。2014 年他首次提出人工智
能概念，经过近四年多的研发，终于在 2018 年推出养猪管理的人工智能产品。手握“畜牧、
IT、工业”三把斧，小龙潜行开创了智能养猪新模式。但在智能化不发达的时代，鞠铁柱校友
的产品未得到认可。直至阿里、京东带来的关注热潮，鞠校友等待的风口将小龙潜行带到了行
业前沿，产品正式投入市场。 
 　　用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来形容小龙潜行的发展现状太贴切不过，而这一切转机和收获仅仅
发生在 2019 年 3 月产品进入市场到现在，在外界看来这像是一个神话，而我们都深知这绝不是
神的恩赐，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前些年的潜心研究和付出，没有深入钻研和精益
求精的精神，智能养猪可能只是一个念头，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没有来自全世界的高智能团队
的倾力付出，公司也极难达到今日的辉煌。鞠铁柱校友倾其所有投入到智能养猪时，他坚持走
过了荆棘路，直到摘下梦想、荣光照耀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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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生猪智能养殖系统研发与推广，在业内率先提出综合解
决方案并实现落地应用。系统采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生猪养殖过程关键指标的非接触、
零应激测量问题，基于图像视频技术的测重、测膘、生物资产盘点等模块能极大地解决猪场精
准营养、精准饲喂问题，有效提升猪场疫病防疫能力并提高猪场经济效益。在服务好猪场的前
提下，小龙潜行还为生猪养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金融保险、政府职能部门等提供高质量的数
据服务，为促进生猪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强力支撑。小龙潜行科技公司是全中国智能养猪领域
的顶尖企业，合作面极广，从国内到国外，合作对象包括全球顶尖的食品集团诸如正大集团等。   

（校友工作志愿者协会 / 林紫竹　张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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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青岛校友会
2021 年第一次理事会顺利召开

　　2021 年 3 月 28 日东农青岛校友会 2021 年第一次理事会，在崂山樱花里校友活动基地顺利召开，与会的

顾问委员和校友理事们早早的就赶赴会场，更有校友特意从外地赶回青岛参会，共同为青岛校友会的发展出

谋献策。

　　会议由秘书长李源主持，会长曾宪锋做了 2020年的工作总结和针对 2021年工作计划部署。回顾 2020年，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是校友会还是有条不紊开展了许多工作。虽然减少了活动规模和频率，但提高了活动的

效率，且成功举办了年会，迎新、庆祝教师节等活动。

　　对于 2021 年度的工作计划，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大家各抒己见，为校友会的更好发展大

家群策群力。最终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且通过 2021 年第一次理事会议全票通过并确认增补了新的校友理

事和秘书处成员，为青岛校友会的可持续发展添补了更多的新生力量，同时明确了 2021 年所需要开展的重要

活动和相关工作事宜。

　　不媚春光赴会先，只为校友宜当赞，回眸顾望思往昔，情当尽撒冲霄汉。展望 2021 年，希望在全体广大

东农校友的努力下，共同推进青岛校友会的发展，服务广大校友，为东农母校的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绵薄之力。

（供稿 / 青岛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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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宠业校友会首次线下活动成功举办

    东农宠业成立大会之后，很多宠业校友们期待着我们新一次的聚会，终于，在 3月 28 日，樱花烂漫的南

京城，联合东农南京校友会我们迎来了第一次线下活动——东农宠业私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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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常州、哈尔滨、江西、徐州、南京等地的 19 位校友参与了本次私董会。东农宠业会长、秘书长及南

京校友会副秘书长等校友纷纷出席本次会议。经东农宠物行业校友会及南京校友会理事会集体商议，会议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对宠业进行深入探索。我们邀请到江苏道凯精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睿先生

进行《数智化时代》宠物医院战略方向分享，同时针对校友企业南京耐思宠物医院进行案例探讨分析。

　　本次会议由东农宠业秘书长曹继兴主持，各位校友积极参与讨论。

《数智化时代》——宠物医院战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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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耐思宠物医院案例分析

　　针对耐思宠物医院的发展建设，董春园先生做了系统分享后，各位校友积极提问，经过三轮循环，各位

校友共提出 51 个问题与建议，案主对于以上问题与建议的创新性进行打分，并进入讨论分析，共同商议解决

办法。

　　此次私董会大家针对一个案例聚焦，每个人都会因为其他校友的提问进行深入的思考，来自宠物医疗行业、

经销商行业、法律行业及咨询行业不同维度、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探索更是让大家开拓思维，收获颇丰。

　　通过本次会议，我们见证了浓浓校友情、了解了当代宠物行业新方向，更是刨析了宠物医院的发展问题。

每一位参会的校友都载着满满收获而归。

（供稿 / 东农宠业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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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长江路 600 号
                  东北农业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邮政编码：150030                    
联  系  人：高  鹏   孟  什
联系电话：0451-55190619、55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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