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新农科建设改革与发展研究--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 仇焕广

2 新农科背景下教学组织体系重构的研究与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王涛

3 面向新时代新需求的新林科发展路径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 骆有庆

4 新农科建设改革与发展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董维春

5 新农科建设中的农业知识产权教学与实践改革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宋伟

6
基于四个面向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范  峰

7 吕梁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研究 吕梁学院 郭清娥

8
“新农科”教育改革背景下经管类农林人才核心能力体系构
建研究

广西财经学院 唐红祥

9
数字化视角下边疆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涉农方向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与创新实践研究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徐德安

10 基于“四个面向”的贵州新型农业人才培养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 邱  蓉

11 贵州省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 蒲文彬

12 新兽医人才核心能力体系解构与培育 华南农业大学 孙永学

13
以突出区域特色的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核心
能力体系研究

六盘水师范学院 杨友联

14
新时代应用型农林人才（本科）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应用
研究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杨振宁

15 基于白酒产业的新农科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四川轻化工大学 罗惠波

16 推进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农林人才核心能力体系研究 西安财经大学 宁泽逵

17
新型农林人才核心能力体系研究——以农林院校环境类专业
为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平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农林经济管理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中国人民大学 唐忠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拟立项名单

附件：

第一部分 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

第二部分  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2 “人与动物共有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吉林大学 刘明远

3 林学类专业三级认证补充标准研制 东北林业大学 张鹏

4 面向新农科的林业工程类专业三级认证体系构建与实践 东北林业大学 李淑君

5 乡村可持续设计导向的风景园林专业改革与提升 上海交通大学 王云

6 新兴涉农专业-智慧农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同济大学 张亚雷

7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以河海大学农业水利
工程专业为例

河海大学 陈菁

8 智慧农业类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南京农业大学 朱艳

9 作物科学类传统专业集群改造提升的改革与实践 南京农业大学 丁艳锋

10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新兴涉农专业的建设探索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 麦康森

11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 唐衍力

12 智慧农业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 严建兵

13 综合性大学传统农科专业改造提升的改革与实践 西南大学 王进军

14 学科引领，产业导向的传统农科专业改造与实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康振生

15 草业科学专业三级认证建设 兰州大学 侯扶江

16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环境工程专业涉农方向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与探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庆良

17 新兴涉农专业——农业信息工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冀振元

18 新兴工农结合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卢卫红

19 面向农林草生态系统的环境生态工程专业建设 内蒙古大学 李永宏

20
综合性大学“农业大数据”本科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探索
与实践

郑州大学 黄进勇

21
新农科背景下“植物科学与技术”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
与实践

郑州大学 位  芳

22
服务区域农业发展的综合性大学传统农科农业改造提升研究
与实践

广西大学 马仲辉

23
面向规模化现代农业植物生产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实
践

石河子大学 刘怀锋

24
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畜禽全产业链安全打造新型大都市动物类
专业

北京农学院 李焕荣

25 动物医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河北工程大学 薛占永



26 动物科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研究 河北工程大学 马腾壑

27 新农科背景下智能农业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

科技学院
王  芳

28 多学科，多维度提升水产类专业建设水平的研究与实践 大连海洋大学 王伟

29 新农科复合应用型卓越农林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沈阳化工大学 于三三

30 应用型农业院校传统涉农专业的改造提升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武瑞

31
新时代背景下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

上海海洋大学 陈新军

32 水产类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上海海洋大学 李家乐

33 融合+多元+协同发展路径下 森林康养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佳木斯大学 马华泉

34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农林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安康学院 杨松杰

35
新农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涉农专业提升改造的改革与实践
研究

百色学院 李荣峰

36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传统涉农专业集群改造提升的研究与改革
实践

福建农林大学 兰思仁

37 地方农业高校传统涉农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甘肃农业大学 马国军

38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的林学专业改造提升研究与实践 河南农业大学 杨喜田

39 种子科学与工程省级一流专业提升改革与实践 河西学院 雷玉明

40 OBE 理念下民族高校涉农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湖北民族大学 周志

41 传统植物生产类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邹学校

42
基于“产出导向”的农林类专业二级认证毕业要求指标体系
构建

湖南师范大学 谭长银

43 休闲渔业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集美大学 王淑红

44
新农科、新工科一体化建设，打造一流涉农专业集群的探索
与实践

江苏大学 袁寿其

45 地方高校现代农学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陇东学院 马生发

46 “智慧林业”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南京林业大学 曹福亮

47 面向现代林业产业发展需求林业工程类专业提升改革与实践 南京林业大学 徐  勇

48 多学科交融的植物医学专业研究与实践 青岛农业大学 黄金光

49 传统农科类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研究与实践 青岛农业大学 牟少岩



50
“智慧农业装备与应用”新农科专业（方向）设置研究与实
践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宋卫海

51
智能农业跨学科联合教学新模式探讨以茶树病虫害智能识别
、气象大数据预警和防治为例

上饶师范学院 陈凯

52 以新农科建设为引领的农学类专业改革与实践 四川农业大学 黄玉碧

53 智能化饲料工程师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武汉轻工大学 侯永清

54 高原传统兽医专业改革攻坚实践 西藏农牧学院 吴庆侠

55
西部多民族地区“新农科—智慧农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
与实践

新疆农业大学 冯向萍

56
基于传统产业转型的食品类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改造升级路
径探索与实践

宜宾学院 朱文优

57
新农科背景下边疆地方高校动物科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
践

云南农业大学 葛长荣

58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林学专业改革与实践 浙江农林大学 周国模

59
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地方农林院校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改
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文化

60 智慧农业新专业设置探索 重庆文理学院 王大平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的“大国三农”通识教育课程设计 中国人民大学 朱信凯

2 新农科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 仇焕广

3 农林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林万龙

4 新农科通识通用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周志强

5
新农科视角下基于产业需求的“林科+经管”和“经管+林科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北京林业大学 温亚利

6
“双万”时代基于农工学科交叉融合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北京林业大学 郑  曦

7 人工智能背景下林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北京林业大学 黄国华

8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本科专业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 王玉杰

9
面向新农业态植物生产类本科创新人才宽厚式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吉林大学 都兴林

10
综合性大学新农科建设机制及其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研究与实践

吉林大学 王利锋

11
协同育人、融合育才、立德树人的新农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探索

吉林大学 杨振明

第三部分  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12
发挥资源优势，共育农林人才，打造帽儿山实践教学示范基
地

东北林业大学 李明泽

13
面向新农科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管理领域高等教育实践
教育体系构建

东北林业大学 邹红菲

14
综合性大学农-工-理多学科交叉卓越农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 薛红卫

15 立足价值引领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新农科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上海交通大学 方亚鹏

16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与实践 同济大学 沈峥

17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基地建设与新
农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体系研究

同济大学 周斌

18 走进乡村的生态设计教育与实践 东华大学 周丰

19
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的《生态农业与农村生 态环境》新型通识
课程建设

南京大学 周长芳

20 信息技术在农业水利类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研究 河海大学 张继勋

21
基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重
构研究与实践

河海大学 朱成立

22 基于全产业链的食品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江南大学 刘元法

23 信息时代农产品包装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改革 江南大学 钱静

24 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实践 南京农业大学 张炜

25
新农科视域下理工农信交叉融合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浙江大学 林咸永

26 面向新农科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浙江大学 金娟琴

27
“四课融通、四化同步”新农科实践实训教学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

浙江大学 陈学新

28 面向新农科一流人才培养的公共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浙江大学 王建军

29 基于“五位一体”的动物科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浙江大学 汪以真

30
依托学科群构建拔尖人才培养跨专业融合机制及其实践-以水
产养殖专业为例

中国海洋大学 温海深

31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 李召虎

32 农林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 西南大学 易鹏

33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 西南大学 代方银

34
面向未来农业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农林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实践
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吴普特

35 新农科人才工程素养与能力培养体系创建的研究与实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遇春



36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草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兰州大学 刘敏

37 草业人才创新创业育人模式创建与培养方案改革研究 兰州大学 刘金荣

3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中国科学院大学 沈仁芳

39 面向基层的新型农林人才培养实践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李秀军

40
多学科融合的民族地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实践

中南民族大学 王海英

41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智慧”教学模式研
究

中南民族大学 雷佳文

42
面向新农科的民族高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新型+应用型
”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中南民族大学 张丽

43
新农科视域下民族高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新创业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中南民族大学 谭艳平

44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食品专业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中南民族大学 阎春兰

45 以模块化层次性教学为核心的《植物生理学》一流课程建设 郑州大学 岳彩鹏

46 新农科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郑州大学 焦  浈

47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水产养殖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南昌大学 洪一江

48
研创并举  多元融合的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农林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广西大学 邓文

49
基于智能化仿真化数字化的新农科智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广西大学 符韵林

50
区域共享的综合性大学农科校内实践教育教学基地建设研究
与实践

广西大学 赖家业

51 热带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海南大学 陈银华

52 农机专业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践 贵州大学 张富贵

53
面向新农科的实践教育体系构建——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
例

贵州大学 陈卫洪

54 农林学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维实践模式 贵州大学 洪名勇

55 西部高校新农科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青海大学 李宗仁

56
动物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示范-以《家畜病理学》为
例

青海大学 张勤文

57 草牧业综合实习基地建设及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研究 青海大学 谢久祥

58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 青海大学 王东霞

59 草业科学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宁夏大学 谢应忠



60
基于农学背景下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宁夏大学 张惠玲

61
专业融合生产实习培养体系的构建——以农学、农业资源与
环境和植物保护专业为例

宁夏大学 王新谱

62 新农科背景下园艺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宁夏大学 李建设

63 兵团精神育人与边疆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石河子大学 李孝光

64
新时代“研究型-开放型-实践型”三位一体农林经济管理人
才培养体系创新实践

石河子大学 杨兴全

65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以石河
子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为例

石河子大学 王振华

66 面向新农科动物医学专业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石河子大学 陈创夫

67 新农科都市型园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北京农学院 韩莹琰

6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都市型乡村建设与治理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北京农学院 龚刚强

69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动物生产类和动物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研
究与实践

天津农学院 李留安

70 地方高校新型农科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天津农学院 张  民

71 面向新农科的都市型园艺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天津农学院 杨静慧

72 新时代农林院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与发展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 孙朝阳

73 知农爱农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河北农业大学 申书兴

74 农林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 河北工程大学 王建书

75 区域性地方高校园艺学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宋士清

76 面向基层的农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实践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乔亚科

77 以新农科理念为导向的生物农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山西大同大学 郭绪虎

78
新农科发展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生物虚拟仿真教学实验中
心的建设与探索

运城学院 孙奴奴

79 应用型本科园林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太原学院 张先平

80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内蒙古农业大学 高聚林

81 基于云畜牧创新平台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内蒙古农业大学 齐景伟

82
新农科引领的蓖麻产业微专业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内蒙古民族大学 黄凤兰

83
服务蒙药产业发展的新农科复合型农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李志刚



84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科涉农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以河套学院动物科学专业为例

河套学院 马惠茹

85
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新农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以河套学院为例

河套学院 高治国

86
“新农科”背景下高等农林院校园艺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践

沈阳农业大学 李天来

87
基于项目制学习理念的农林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及其效果
评价

沈阳农业大学 吕杰

88 一主两翼三融合，涉海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大连海洋大学 胡玉才

89 基于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科交叉研究 辽宁大学 薛友林

90 新农科背景下“1+N融合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吉林农业大学 赵明家

91 新农科背景下“1+2+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辽东学院 黄国辉

92 综合性大学背景的新林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北华大学 戚继忠

93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动态教学模式构建 北华大学 时君友

94
基于问题导向和交叉学科思维的民族食品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实践

延边大学 徐红艳

95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民发展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延边大学 梁成云

96
知农事惠农人——新农科背景下新型种植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张立峰

97
新农科背景下培养应用型畜牧兽医类人才实践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应用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李国江

98
面向现代化大农业的新农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东北农业大学 王杜春

99 基于OBE理念的新农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冯世德

100 专科起点新农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和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郑喜群

101
新农科背景下综合性大学应用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黑龙江大学 李丽

102
新农科背景下水产养殖类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

上海海洋大学 谭洪新

103
深度应用虚拟仿真信息技术培养高素创新型新农科人才的探
索与实践

安徽工程大学 葛飞

104 地方高校农科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探索 安徽科技学院 蒋德勤

105
地方农林高校践行“三全育人”培养“一懂两爱”人才的研
究与实践

安徽农业大学 江春

106
基于全产业链的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以
茶学专业为例

安徽农业大学 夏涛

107 面向基层的现代青年农场主人才培养实践 安徽农业大学 栾敬东



108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涉农专业群协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百色学院 刘芳

109 面向生态宜居乡村的园林实践教育体系改革与校地协同联动 滁州学院 蔡华

110 农林高校“课程思政”体系研究与改革实践 福建农林大学 严金静

111 西北农业院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探索与教育实践 甘肃农业大学 钟福国

112
园艺学科范畴内信息技术与地方特色产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实践

赣南师范大学 卢占军

113 基于全产业链的水产养殖“三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广东海洋大学 谭北平

114
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服务滨海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复合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及机制创新实践

广东海洋大学 安立龙

115
融入新农科理念的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以现
代农业与农村发展专业群为例

广西财经学院 欧胜彬

116 “SPOCs+课堂+工作室”三位一体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式教学 贵阳学院 王  春

117 学科交叉与教研融合的园林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桂林理工大学 郑文俊

118 地方综合性大学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河南科技大学 李友军

119 新农科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精进模式研究与实践 河南科技大学 张项民

120 地方高校园艺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河南科技学院 周俊国

121 新农科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养路径与评价 河南科技学院 刘明久

122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杨志清

123 新农科视域下中原特色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河南农业大学 李成吾

124
农林高校以“双创”为特色的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河南农业大学 尹新明

125
新形势下高校农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与创新

河西学院 刘玉环

126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农林人才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

河西学院 杨彬

127 应用型高校涉农院系“三全育人”工作格局的创新与实践 菏泽学院 姜同松

128
基于问题导向的《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课程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湖北大学 李中元

129 应用型高校面向新农科的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湖北工程学院 李长春

130 地方综合性高校多学科交融式林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湖北民族大学 艾训儒

131 农业高校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陈弘



132 新农科养殖类专业的课程体系及核心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易自力

133 新农科背景下“绿色渔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湖州师范学院 叶金云

134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林科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华南农业大学 陈晓阳

135 基于新农科建设的水产类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集美大学 谢潮添

136
面向蚕桑全产业链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江苏科技大学 王  俊

137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农学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江西农业大学 贺浩华

138
新农科“一核.三融.四创.三维”动物生产类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
江西农业大学 曾志将

139
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林科实践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证

研究
江西农业大学 陈伏生

140
长三角地区新建本科院校新农科“双创”人才培养及其返乡
创业路径研究

金陵科技学院 宰学明

141 基于能力培养导向的地方高校园林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井冈山大学 肖宜安

142
依托综合性大学工科优势的新型绿色食品产业化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曹建新

143
学科交叉融合和校企合作推动的昆虫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探索
实践

乐山师范学院 曹成全

144 地方应用型高校动物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聊城大学 李玉保

145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智慧农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聊城大学 郭尚敬

146 农业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陇东学院 陈红

147
新农科背景下“五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园艺创新创业教育与
实践

闽南师范大学 潘裕添

148 多学科多方协同的农业气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探索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景元书

149 水产养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宁波大学为例 宁波大学 王春琳

150 山东省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公费农科生”培养模式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郑  军

151
基于“四个面向”的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研
究

山西农业大学 高志强

152 面向新农科的园艺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山西农业大学 侯雷平

153 工科优势下涉农专业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陕西科技大学 费贵强

154 对接农业创新发展的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上海理工大学 徐斐

155 面向新农科的应用型园林本科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上海商学院 朱永莉



156 现代都市园艺产业链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 戴绍军

157
面向大都市圈绿色发展的复合型观赏园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践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李法云

15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动物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四川农业大学 王继文

159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农林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皖西学院 刘仁金

160
面向“新农科”地方高校涉农专业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协同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潍坊学院 曹  慧

161 民办高校园林专业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刘中兵

162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边疆地区“农学+管理学”双学士培养模式
创新实践

西藏农牧学院 次仁央金

163
构建多层次、个性化、开放式的高原农业大学生实践教学与
自主研学体系

西藏农牧学院 冯建刚

164 新农科背景下西藏林业类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西藏农牧学院 邢震

165
基于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链的省属高校新农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西南科技大学 侯大斌

166 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西南林业大学 雷  洪

167
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新农经”人才多样化培养模式
创新实践

西南林业大学 李  娅

168
西部地区高等农业院校推进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与探索—以新
疆农业大学为例

新疆农业大学 孙霞

169 园林类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延安大学 赵满兴

170
地方综合性大学“两合六融”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
与实践

扬州大学 焦新安

171 纵横有道的农科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生态系统研究 扬州大学 姚冠新

172
依托正规高等农林院校，创新农民发展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讨

宜春学院 丁永电

173 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宜春学院 陈纪鹏

174 基于新农科的农林人才“三全育人”途径探究 玉林师范学院 李伟中

175 面向新农科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玉溪师范学院 陈祯

176 边疆农业高校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唐滢

177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生物工程材料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李靖

178
基于“三创三合”体系的地方高校农林类本科人才多样化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长江大学 许锋

179
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农林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践研究

长江大学 高梦祥



180
地方院校园艺、园林专业“双主体、信息化”教学模式研究
与实践

长江师范学院 杨利平

181
“新农科”背景下乌蒙山片区农学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昭通学院 吴银梅

182 新农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的食品类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 浙江工商大学 顾青

183 新农科背景下乡村规划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浙江工业大学 陈前虎

184
面向“新渔业”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思政教育体系构建
与实践

浙江海洋大学 王健鑫

185
基于“1233”质量提升的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

浙江农林大学 刘庆坡

186 新农科林学类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光军

187
农工商融合，五联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以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为例

重庆工商大学 傅敏

188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园艺专业双创型人才培养的探
索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陈泽雄

189 面向基层的应用型高校乡村全科治理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王东强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 吕捷

2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杜金昆

3 “创新-融合-协同-共享”的动物生产类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吉林大学 张嘉保

4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 周培

5 基于国际化视野及创新能力培养的新农科改革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 李新红

6
校校合作，校企联手，培养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素质应用
型涉农电子商务人才

东华大学 姚卫新

7 高等棉花与棉纺织加工技术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东华大学 王华

8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南京大学 周凯

9
基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农业水利工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
养机制研究与实践

河海大学 董增川

10 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村庄排水课程校校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河海大学 许航、谭啸

11
“智库·设计·定制化”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研究与实
践

江南大学 谢玉梅

12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校地对接模式及社工人才培养实践 江南大学 王君柏

第四部分  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13 新农科视域下食品专业教育国际化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 江南大学 谢云飞

14 农林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及路径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韩纪琴

15
基于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水产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 高勤峰

16
中国海洋大学与塔斯马尼亚大学水产科学本科合作办学模式
的探索

中国海洋大学 李  琪

17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 陈焕春

18 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探索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 李大鹏

19 重庆市一省一校一所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西南大学 张卫国

20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西南大学 王志章

21 基于科教协同的农林高校新形态场站建设与机制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玉林

22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培养草业科学人才的实践 兰州大学 李发弟

23 草业科学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兰州大学 李春杰

24 “共同缔造”导向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新模式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冷  红

25 院所协同科教融合建立新农科卓越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杨维才

26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大连海洋大学协同育人模式创
新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大学 冯玺

27 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 瑛

28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食品国际化教育创新实践 暨南大学 白卫滨

29 一省一校一所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内蒙古大学 张德健

30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产教协同育人模式的创建与实践——基
于“以思政教育统领OBE理念”的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理念

南昌大学 刘成梅

31
基于“一轴两翼四驱”的食品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与实践

南昌大学
余强,张国

文

32
对接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新农科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建
设研究与实践

广西大学 司红彬

33 新农科背景下热带林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海南大学 宋希强

34 热带水产养殖学专业校企协同育人创新与实践 海南大学 骆  剑

35
热带园艺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科教融合协同培育模式探索与实
践

海南大学 朱国鹏

36 基于南繁种业创新的校校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海南大学 罗杰



37 烟草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贵州大学 刘仁祥

38
综合性大学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植物保护专业
为例

贵州大学 乙天慈

39 青海省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模式研究与实践 青海大学 张永琴

40
工农结合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
践

宁夏大学 方海田

41
新农科背景下农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科教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
践

天津农学院 金天明

42
新农科背景下“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
式探索与实践

河北农业大学 赵邦宏

43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的科教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 张立杰

44 “双向四通道”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实践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张  巽

45 内蒙古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内蒙古农业大学 芒来

46
高等农林教育国际化研究：基于中蒙俄三国高校的合作交流
实践

内蒙古农业大学 乔光华

47
草原畜牧业人才“二元一体、双链融合”新农科协同育人机
制研究与实践

内蒙古民族大学 杨景峰

48 以新农科为导向的民族高校乡村振兴研究院奈曼旗创新实验 内蒙古民族大学 刘艳

49 新农科人才“五共”科教战略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沈阳农业大学 陈温福

50 多融共通，特色引领，构建现代渔业产教协同育人体系 大连海洋大学 宋林生

51 基于校企“双主体”的地方高校新农科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沈阳工学院 王家庆

52 新农科“三融三通”一体化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吉林农业大学 冯江

53
基于服务国家战略的地方农业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

吉林农业大学 张越杰

54 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省农科院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东北农业大学 包军

55
服务北方寒地现代化大农业乡村振兴战略校地协同模式与实
践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 邹德堂

56
基于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园艺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研
究

齐齐哈尔大学 付学鹏

57
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等学校服务乡村产业振兴模式
研究与实践

安徽科技学院 李震

58
校地协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一站一盟一中心”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安徽农业大学 操海群

59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高校服务易地扶贫搬迁区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安康学院 何家理

60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地方高校新农科园林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安庆师范大学 吴 彦



61 应用型大学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北部湾大学 贾久满

62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基塘农业的卓越农林人才教育校所合
作育人基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聂呈荣

63
基于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下的农产品加工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宁芊

64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实践

甘肃农业大学 赵武云

65 甘肃农业大学校院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 甘肃农业大学 赵兴绪

66
“学研产科创五位一体”水产生物技术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
地群建设

广州大学 舒琥

67 “校企+”发展“特绿”功能农业及合作育人研究与示范 贵州财经大学 梁  龙

68 民族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扎根平台”建设研究 贵州民族大学 李天翼

69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与实践

贵州师范大学 周亚琦

70 新农科背景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姬江涛

71
新农科背景下动物生产类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途径和机制
研究与实践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罗士喜

72 农科类专业科教协同育人探索与实践 湖南农业大学 曾福生

73
面向“五新”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组建模式与管理机制研究
及实践

华南农业大学 章家恩

74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驻村博士工作站 黄冈师范学院 胡孝明

75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以农业资源与环境为例 江西农业大学 赵小敏

76 地方涉农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荆楚理工学院 易庆平

77
“新农科”理念下的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与
实践

岭南师范学院 刘锴栋

78
发挥“红·土”优势，构建新农科背景下动物医学专业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

龙岩学院 黄翠琴

79 地方涉农高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陇东学院 曹宏

80 基于酒糟循环利用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茅台学院 闫松显

81
地方院校科教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以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例

南昌工程学院 金志农

82 面向农林产业的园林类人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实践 南京林业大学 王  浩

83 新农科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山东农业大学 张宪省

84 一省一校一院科教协同育人“山西方案”探索与实践 山西农业大学 杨武德



85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山西农业大学 王秦俊

86 新农科背景下民办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策略与路径分析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巩敏焕

87
新农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农林类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模式探索与实践

商洛学院 赵永平

88
新农业文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创新实践研究----基于上海马
桥产教融合智慧型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

上海电机学院 刘博敏

89 应用型高校服务大都市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研究与实践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张志国

90
基于标准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中药+农林”协同育人模式
探索

上海中医药大学 沈岚

91 面向丘陵地区“四新”需求的校企协同CDIO育人实践 邵阳学院 李金成

92
新农科视域下“农科教协同育人生态链和四驱联动全景图”
构建与实证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周伦理

93 新农科视角下校地协同培养卓越农林人才创新研究与实践 铜仁学院 杨  建

94
地方高校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产学研协同创新育人机制探索
与实践

渭南师范学院 胡明

95 发挥艺术乡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带动作用 西安美术学院 武小川

96 高原植物生产领域科教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西藏农牧学院 旺姆

97
新农科背景下，动科类本科专业“产 教融合 、校企合作”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

西昌学院  黄志秋

98
现代农业装备“一省一校一所”科教协同育人的四川探索与
实践

西华大学 边慧敏

99 面向GMS经济体新农（林）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西南林业大学 王昌命

100 新疆农科教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新疆农业大学 蒋平安

101 服务新疆乡村振兴的校地企协同模式研究与实践 新疆农业大学 刘维忠

102
基于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动物科学专业协同育人
实践研究

扬州大学 陈国宏

103
基于OBE理念的政校企多边协同产教融合人才培育模式探索与
实践

宜宾学院 赵先明

104
陕北农牧交错带“两对接、四合作、全贯穿”现代农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榆林学院 卜耀军

105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林下特色产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探索
与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朱书生

106
地方高校新农科校企协同育人“五共同+五融合”模式研究与
实践

长江师范学院 高晓旭

107 面向新农科的食品专业校企联动多元融合育人模式与实践 浙江工业大学 丁玉庭

108 “三全育人”视域下涉林产业与高校产教综合体建设与实践 浙江农林大学 金春德



109
面向南方山区林业全产业链人才需求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袁德义

110
“校政企社”协同育人模式下共建县域乡村振兴研究院探索
与实践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石玉强

111
依托科技特派员基地构建园艺专业“三合”育人新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重庆文理学院 谢吉容

112
新农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实
践研究

遵义师范学院 高智席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大学 谭豫之

2 建设具有农林高校特色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东北林业大学 宋文龙

3 以本科教育质量提升为核心的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华中农业大学 青平

4
基于研究、培训、评价三位一体的农林高校教学发展示范中
心建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姚晓霞

5 基于课程教学全过程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重构与实践 北京农学院 刘京国

6
三向四维两化：地方农林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运行机制创
新与实践

吉林农业大学 杜锐

7 高等农林院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改革与实践 东北农业大学 李伟凯

8 新农科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研究与改革实践 福建农林大学 黄炎和

9 农林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建设与实践 福建农林大学 吴祖建

10
基于卓越农林教师核心能力构建的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
设

华南农业大学 张永亮

11 农林类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设研究与实践 浙江农林大学 郭建忠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新农科建设政策与支撑体系研究与实践
教育部新农科建设

工作组
孙其信

2 新农科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教育部新农科建设

工作组
孙其信

3 农业工程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农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唐绍忠

4 林业工程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林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于志明

5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金征宇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委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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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植物生产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植物生产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孙其信

7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
态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王玉杰

8 动物生产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动物生产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蒋思文

9 动物医学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动物医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沈建忠

10 林学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林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骆有庆

11 水产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水产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李家乐

12 草学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草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刘志鹏

13 农业经济管理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
农业经济管理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唐  忠

14 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目录研制 中国农业大学 王  涛

15 新农科基础化学课程体系与新形态教材建设 东北林业大学 李  斌

16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机制创新实践 东北农业大学 李伟凯

17 新农科视阈下农林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改革与实践研究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

学
董广芝

18 新农科建设改革与发展之农林院校专业生态体系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梅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