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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随着新年温暖阳光的到来，我们告别了充满挑战、奋发有为的2018年，迎来了充满希望、激情进
取的2019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中国农机院党委、院领导班子，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院发展的各级领导、各
界朋友，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时间是慷慨的给予者，是伟大的孕育者。改革开放， 40年的伟大变革成就了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转型升级，“十三五”以
来的淬炼磨砺启迪了农机院重塑辉煌的全新智慧。对于中国农机院的广大奋斗者、争先者、变革者而言，2018年是非凡的一年、
难忘的一年，更是收获满满、梦想成真的一年。
这是强劲复苏的一年。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我们坚决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
要求，紧紧围绕“发展年”的主题定位，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和谐统一，务实求进、开拓进取，外抓市场创新突破、内
促运营效率提升，全院经济指标持续攀升、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拳头产品打造初见成效、新兴业务发展迅猛，经营强劲复苏。
这是超越发展的一年。2018年，全院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产品推陈出新速度明显加
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8项、行业奖励12项、人才及团队奖励3项；制修订国家标准12项、行业标
准35项，行业科研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
这是变革求进的一年。2018年，“技术+资本”双轮驱动战略持续发力，顺利完成中机试验新三板挂牌及定向增发，成功实
现卓众出版引入战略投资者，全院公司治理能力及资本运作能力全面升级。同时，紧抓“乡村振兴战略”契机，以咨询业务为引
领，成套方案为依托，与10余地市区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并取得业务突破，进一步拓宽业务发展路径，调整了产业布局。援外培训
业务数量突破10期，国际学术交流活跃。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境外农业工程业务持续推进，与苏丹、埃塞等国合作项目列入
中非论坛合作成果。
这是锐意进取的一年。2018年，我们以学习型组织建设为目标，成功开展“领导干部业务培训学习”“农机院大讲堂”“学
术讲座”等培训活动20余场；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以推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完善了干部任用
和绩效评价体系。坚持 “以价值创造者为本”，着力提高骨干员工的薪资待遇，员工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在时代的大潮中，我们锐意改革、矢志创新，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既尊重历史的改革者，更支持当下的改革者、培育未来的改革者。
2019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引领，加快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型农
机院建设，将继续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效益，推动全院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可持续发
展。通过完善和推进“十三五”战略执行落地，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提升运营效率和盈利水平、优化产业和投
资结构，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创、共担、共享。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新的一年，让我们以创新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干劲，加速发展，以创新
致敬“价值型农机院”的美好未来。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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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励
工作亮点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羊肉梯次加工关键技

1. 瘦身健体，处僵治困与企业压减成绩突出

术及产业化
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玉米田间生
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
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棉种智能精
细加工关键技术及装备、长寿命高性能关节轴承关键

编者按：2018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引导下，中国农机院领导班子坚持“实•稳•准•行”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全局、立足长远，发展理念从强调规模转向重视质量，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持续稳健，
发展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运营模式从重资产运营转向轻资产运营，资源配置从相对分散转向聚焦主业，实现了高端装备智能化、工程技术集成化、信息技术产业化。高端装备板块拳头产品打造取得突破，持续巩固了在细分
领域的领先地位；信息技术与服务板块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最具成长性、最有带动性和行业影响力的新兴产业板块；农业工程板块整合效应显现，发挥全链条、多专业综合优势，支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这一年，中国农机院的价值创造者们稳扎稳打、奋勇拼搏，在党的建设、科技创新、经营管理等方面创造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渡过了“非凡的一年、难忘的一年，收获满满、梦想成真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满怀信心、用个人永不停歇
的脚步将中国农机院的改革发展推进新时代，用智慧和汗水书写新的历史，让时间见证我们奋斗者的新征程。

减职、减员、减企、减级、减亏，一企一策，多措
并举，并积极争取各级政策支持：处僵治困工作成效
得到国资委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超额完成集团第二
阶段压减考核目标，完成9户，原有五级企业全部完成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法人层级或管理层级的提升；主动开展第三阶段压减

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通用和特种

工作，截止目前已经完成3户企业压减，另有4户企业压

全系列自动校直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减工作有序推进。

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东北玉米全价值仿生
收获关键技术与装备

1.08

8.17

2. 明确市场导向，拳头产品市场占有率上升

7.10

11.15

针对传统农机市场整体下滑严重的局面，超前部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极端环
境承压设备安全性能测试仪研发与应用；农机智能测

署，集中发力，精心培育大型自走式青饲收获机、智

控技术装备与云管理平台研发

能采棉机、打捆机、马铃薯全程装备等拳头产品表现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农业节水工
程技术开发与应用
中国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奖三等奖：“花生收获

2018年1月8日，天顺长城发布9款新产品，摊铺机家族再添
铣刨机、农田改良装备等新成员，产品链日益完善，开启企
业发展新征程。

2018年7月10日 “中农机”4MZ-3型自走式采棉机下线，
中国农机院“十三五”拳头产品打造初见成效。

2018年8月17日，中机华丰成功中标首个“云南会泽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机械智能化装备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2018年11月15日，国机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宋欣一行到
中国农机院调研，对我院科研技术优势和行业影响力表示
赞赏，同时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9.03
11.25

7.07

“2017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中国
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

系统市场占有率超过9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业
务稳居行业前三。
军工与特种装备持续保持细分领域技术优势，市

1.26

技进展”，荣获“中国好设计金奖”。

场占有率稳中有升。无杆飞机牵引车在军方市场占有
率超过90%，热障涂层业务市场占有率达到70%；16米

“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入选农业农
2018年1月26日，中国农机院第一次领导干部业务培训成功
举办，标志着我院领导干部业务培训进入常态化，本年度
共完成12期。

2018年7月7日，《农业机械》杂志举行创刊60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以农业机械为代表的卓众出版公司近年来逐步完
成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一家综合出版传媒集团。

2018年11月25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召开第十一届会员大
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相关负责人，王博院长当选理
事长。

2018年9月3日，在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
期间，中国农机院与加纳食品与农业部签署合作谅解
备忘录。

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高峰论坛”十大新产品。

优质资产股权结构优化

制中的应用”荣获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北京赛区一

10.10

等奖、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优胜奖。

中机试验顺利完成新三板挂牌，并完成定向增发。

1.31

“提高切割压扁机压扁系统压扁率”获内蒙古自

收购国机资产持有江苏华隆兴60%股权，实现集团内部

12.04

治区创新方法大赛金奖、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优胜奖。
计”获内蒙古自治区创新方法大赛铜奖、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三等奖。

资源协同与整合，在资本市场极其低迷情况下，配套募
2018年1月31日，生物质能中心研发的新型4GM-200灌
木联合收获机成功下线并发车，是国内目前最专业的木
质类植物联合收获设备。

2018年7月6日，国务委员王勇调研中国农机院，肯定了我院
为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所做的贡献。

2018年10月10日，国机集团总经理张晓仑一行调研中国农
机院，肯定了近3年来中国农机院的改革发展成效，勉励农
机院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2018年12月4日，中国农机院与亚洲农业工程学会签署合作
协议，学会秘书处及期刊《国际农业工程学报》编辑部迁
回我院。

引入国机汽车对卓众出版增资。在前期业务合作
的基础上，卓众出版与国机汽车深度联姻，加快推动
后市场及定制服务等方面业务合作与资源共享。

“今日头条”颁发的“2017三农领域最具影响力

加强与集团兄弟单位业务合作，实现开放发展。与

创作者”称号。

国机财务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苏美达五金工具

3.27

《农业工程》杂志连续3年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农机院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机工

10.26

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与北起院签订基地合作
协议等。

4.18

业杰出贡献企业”。

12.17

中国农机院荣获北京市节能优秀单位称号。
汪瑞军研究员荣获“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集资金2000万元。

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双方在汽车数字营销、汽车

卓众出版旗下“农业机械”头条号获得由

人 才 奖 励

试验机市场占有率达到69%，校直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3. 加快对接资本市场与集团内部业务协同，

7.06

“创新方法在高品质橄榄油加工粉碎融合机研

以上高端摊铺机市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蠕变持久
70%。

无人飞机、中高密度方草捆捡拾压捆装备入选“2018

“基于TRIZ理论的草原牧草高效收割机创新设

量生产的采棉机产销两旺，全部销往新疆市场，同类
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农产品加工领域智能挂面干燥

“农业全程机械化云服务平台”入选工信部

免耕覆秸精播机、切段式甘蔗联合收割机、植保

收获机市场占有率达到15%，同比增长5个点；首次批
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15%；打捆机市场占有率25%，继

其 他 奖 励

村部“2018年十项重大引领性农业技术”。

优异，逆市上扬，市场占有率增长，大型自走式青饲

2018年4月18日，在中国饲料工业展览会上，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于康震视察中国农机院畜牧生产全程解决方案展台。

2018年3月27日，中机试验（股票代码：872726）成功登陆“新
三板”，加速了中国农机院“技术+资本”双引擎驱动战略的
实施。

2018年10月26日，“好收成”农机合作社管理云服务平台暨
APP正式发布，实现了国内农机合作社农机发展从机械化向
智能化的跨越。

2018年12月17日，现代农装召开经销商大会，签订2019年
订货意向书，双方将继续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为“三
农”发展做出新贡献！

4. 降本增效、资产盘活，经营指标再上台阶
2018年预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幅超过100%，比
2015年减亏3.24亿元。两金原值预计比“十三五”初期

杰出工程师奖”

下降31.93%；全院带息负债预计比“十三五”初期下降

贺刚研究员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八批“草原英

10.30

才”称号

27.31%；人均工资稳定上涨，职工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

4.09

杜海涛研究员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
出版人物奖

提升。
下大力气扭转生产基地产能利用不足或部分闲置

12.31

4.08

的局面，逐项落实资产确权和基地资源的协同利用、

“秸秆饲料化收贮装备研发创新人才团队” 荣

资产处置、引进战略投资等措施，促进闲置资产有效

获2018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产业创新人才团队。
2018年4月8日，中国农机院召开“处僵治困”专题工作
会，目前我院已超额完成集团第二阶段压减考核目标，工
作成效得到国资委的充分肯定。

盘活。
2018年4月9日，中国农机院与国机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深化集团内部协同，国机汽车成功注资卓众出版。

2018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院西南分院正式揭牌，标志着中
国农机院立足重庆、辐射西南的新型创新主体正式成立。

2018年，中国农机院共执行10期国家各部委委托的援外培
训班项目，培训周期和人数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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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农机院党委以实际行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两个
维护”，强化“四个意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严格执纪问责，加大惩治力度，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
工作；积极响应集团党委扶贫号召，主动承担央企社会责任，多种形式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建设先进企业文
化，抓好群团工作，传递改革发展正能量。这一年，围绕“发展年”及“党建质量提升年”两大主题，中国农机院
党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与行政班子密切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
业改革发展有机融合，带领全体员工坚持创新驱动，在建设“智慧农机院、创新农机院、幸福农机院”的征程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9年让我们携手奋进，再续辉煌。

截至2018年，中国农机院共培
养硕、博士研究生300余名。

2018年6月30日，我院有关集体和个
人荣获国机集团“一先两优”表彰。

12.31
2018年12月24日，中国农机院
党委组织召开2018年度领导班子
党建述职评议会。

6.30

2018年6月27日，为庆祝建党97年周
年，中国农机院举办“学习新党章党
规，贯彻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12.24
2018年12月6日，国机集团党委考
核组对我院党建责任制进行考核。

6.27
2018年6月27日， 新入党党员进行入
党宣誓。

12.04
2018年12月4日，中国农机院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会议。

6.27
2018年6月25日，中国农机院领导干部
十九大精神集中学习培训班开班。

11.20
2018年11月20日，中国农机院团委
到北京顺义的“太阳村”，为留守
儿童送去温暖。

6.25
11.19
2018年4月13日下午，国机集团党委
第三巡视组巡视中国农机院工作动员
会召开。

4.13

2018年11月19日，中国农机院员
工代表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

11.10
2018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农
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
国农机院第十二届委员会、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

截至2018年11月10日，中国农机
院试验站共承担北京市教委初中二
年级学生学农项目42期，累计培训
24600名学生。

3.20

9.28

2018年3月8日，院工会举办魅力新女
性形象礼仪沙龙。

3.8

2018年9月28日，中国农机院成
功举办第31届职工运动会。

9.21

2018年1月26日，我院召开2017年度所
属企业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共有5家
所属企业进行现场述职。这是我院首
次在二级党组织书记层面举行现场述
职会。

1.26
2018年9月21日，中国农机院参加
国机集团第六届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