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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及级别:农业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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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

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

、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

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

向）填写，填写数量由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

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

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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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一、办学定位
    专业发展定位：以四川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融助力四川白酒产业壮大于一体
。
    人才培养定位：以树立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锻造实践操作能力为教育的重点，以熟知地方农村、农业发展现
状、困境与需求为教育的抓手，为四川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白酒产业发展培养能有效融入农村、农业实践的
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发展历程
    本专业自2005年开始培养农村与农业发展相关专业人才，现为学校教学改革示范专业，已形成了城乡统筹发
展、农业组织与管理为主的专业研究方向，凝聚了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农业产业组织、乡村旅游
等研究成果。
本专业师资队伍雄厚，有专任教师18人，40-55岁人员9人，全部在外单位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拥有涉农学位教育
背景人员10人，占比55%。博士、高级职称占比70%以上，樊玉然等4位老师分别具有工程师、农艺师等专业技术
职称。外聘教师19人，其中17人具有高级职称且行业从业经验丰富。我校现已具备增列农业硕士授权点条件。
    三、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农业是“固本安
民之要”，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四川省十三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十三
五”发展规划》要求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效机制
。同时，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环境改善、硕士及以上农业人才数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四川农业专
硕人才供不应求，现有毕业生大多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而作为四川农产品优质原料基地的川南经济区内迄今没
有高校招收农业硕士。填补区域农业硕士教育空白，优化四川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空间布局和人才供给结
构既有现实性也具紧迫性。
    四、与行业与职业发展的衔接
    本专业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发展，突出经济、技术、文化交叉与创新，主要服务于川南经济区和白酒产业，长
期致力于与川南各地方政府农业部门、涉农事业单位及五粮液、泸州老窖、希望集团等白酒和农业企业的全面合
作，为川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吃得苦、留得住、用得上”的农业人才，具有明显行业特色和地域特色，能
有效契合行业需求和职业发展需要。
    五、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工作
    本专业实行“定制化+导师组+双平台+研究课题”培养模式，构建了“知识拓展+能力提升+实践提高”的人
才培养路径。突出“问题导向”，以“一人一案”的差异化培养方案、“实务导向”的“导师组”联合培养，充
分利用校内外平台，强化“学中做”，实现“做中学”，将农业、农村的现实“难题”变成“课题”。强化人才
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以大学文化建设统领学校思政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嵌入育人的各个
环节。本专业为政府、事业单位和白酒、农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效果得到社会普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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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农村发展

    主要研究方向：城乡统筹发展、农业组织与管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依托学校深厚的白酒酿造工学背景，实现“农业+经济+技术” 的学科交叉与创新
，围绕川南经济区农产品优质原料基地的打造以及白酒产业链需求，对城乡统筹、特色农
业产业化、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投融资等开展持续性、实践性研究，富有明显的地域和行
业特色。
    已建成“川酒发展研究中心”、“产业转型与创新研究中心”、 “酿酒生物技术及
应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等重点科研平台，具有突出的区域和产业研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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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3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及工

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3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

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Ⅱ  师资队伍

Ⅱ-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经
历教师

正高级 5 0 0 1 0 4 0 0 2 2 2

副高级 10 3 3 3 1 0 0 0 7 3 6

中级 3 3 0 0 0 0 0 0 3 0 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8 6 3 4 1 4 0 0 12 5 9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12人  （ 66.67％） 0人  （ 0.00％） 1人  （ 5.56％）

Ⅱ-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以上 博士学位教

师
硕士学位教

师

正高级 9 0 0 0 5 4 0 0 3 1

副高级 8 0 4 2 2 0 0 0 1 1

中 级 2 0 0 1 1 0 0 0 1 2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19 0 4 3 8 4 0 0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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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李启宇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4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四川省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导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管理学博
士、四川农业大
学、农业经济管
理、2010.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城乡统筹发展 所在院系 经济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李启宇，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创新创业导师、自贡市社科联“产业转型
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土地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和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民政部、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社科规划办项目等40余项
。在《经济问题探索》、《经济纵横》、《农业技术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
，其中CSSCI收录4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参与出版学术专著2部，教材1部。获省部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连续多年招收农业产业发展方向研究生，拟承担专业课主讲、实践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学位论文
指导等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制约因
素与路径选择——基于扶贫开发的

视角
农业经济,P69-71,他引2次 2015-06 第一

农地承包经营权“长久流转”模式
探讨 农村经济,P41-43,他引2次 2013-06 第一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经济学
分析 农业经济,P75-77 2012-07 第一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教育部 省部级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创新
研究：基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视

角

2012.02
-

2017.12
7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省部级 四川农业科技服务业发展战略
研究

2015.01
-

2017.12
3

四川省教育厅 市厅级 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流转交
易市场研究

2015.01
-

2017.12
0.4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9-2015.01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7.01 农村发展概论 64 本科生

2012.03-2017.05 土地经济学 4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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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何凡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自贡市社科联常

务理事;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经济学博
士、西南财经大
学、区域经济、

2008.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城乡统筹发展 所在院系 经济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何凡，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自贡市社科联“产业转型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川南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自贡市社科联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区域经济、资源
与环境经济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和参加教育部、民政部、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四川省社
科规划办、四川省教育厅项目等3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为政府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举办专题讲座40余场。获“国家发改委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
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1项、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连续多年招收农业
产业发展方向研究生，拟承担专业课主讲、实践教学、教学改革任务、学位论文指导等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农民增收的宏观环境浅析：以四川
省为例 农村经济,P35-38 2012-08 第一

兽药创新技术集成及畜禽生态养殖
产业化示范研究 四川省科技富民强县项目 2012-09 第一

深化农村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
创新研究 自贡市农村信用社 2014-11 第一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四川省教育厅 市厅级 农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研究

2016.07
-

2018.06
1.5

金容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委托 青海工行乡镇项目管理咨询
2016.12

-
2017.11

10

自贡市自流井区民政局 委托 村、社区两委干部任前培训
2017.04

-
2017.05

7.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4-2017.06 管理经济学 45 硕士研究生

2016.09-2017.01 农村发展研究方法 30 本科生

2015.09-2016.01 区域经济学 30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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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晓东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4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四川省地理学会
旅游资源专委会

副主任;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学士 理学学士
、西南师范学院
、地理系、
1984.06

招生领
域

(方向)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所在院系 经济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吴晓东，教授、自贡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地理学会旅游资源专委会副主任、自贡市A级
景区评审委员会成员、自贡市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共承担课题30多项，其中主持省社科
联项目2项，主持省教育厅项目7项，负责横向项目8项。撰写学术专著2本，编著学术著作1本，编写教
材1部。发表论文19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8篇。获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首届优秀成果三等奖、自贡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多项、自贡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多项。连续多年招
收乡村旅游规划方向研究生，拟承担专业课程主讲、实践教学、教学案例库建设、学位论文指导等任
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10 第一

四川省旅游资源普查方案研究 四川省旅游局 2014-10 第一

屏山县旅游发展规划设计 宜宾市屏山县 2016-09 第一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四川省教育厅 市厅级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
贫研究

2016.09
-

2018.08
0.5

世纪城洲际酒店 委托 度假型旅游酒店发展研究
2016.07

-
2017.06

5

宜宾殷商天地农业旅游 委托 屏山县鸡罩山生态养生度假旅
游带规划

2017.01
-

2017.12
2.7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4-2016.07 乡村旅游规划 32 本科生

2013.09-2016.11 农村发展规划 45 本科生

2013.04-2016.11 旅游经济学 45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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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吕福玉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1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经济学院教授委

员会主席;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学士 经济学学
士，四川大学
，区域经济学
，1990.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业组织与管理 所在院系 经济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吕福玉，女，1965年11月出生，山东威海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现任四川理工学院教师，经
济学教授、硕导。曾任久大盐业集团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管制经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向的
研究；出版学术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3项、市厅级奖6项；主持、主研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厅级项目20余项。担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入库
专家、四川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理工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委
员会主席、四川理工学院地方服务专家。连续多年招收农业产业组织方向研究生，拟承担专业课程主
讲、实践教学、学位论文指导等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政府管制产权制度与中国盐业管制
改革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10 第一

我国盐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盐文化研究论丛,P64-74 2013-02 第一

我国盐业管制制度改革的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P29-43,他
引13次 2012-01 第一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四川省社科规划办 省部级 新常态下盐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研究

2016.12
-

2017.11
2

自贡市社科联 市厅级 深化我国盐业监管制度改革研
究

2016.09
-

2017.08
0.6

四川省教育厅 市厅级 中国制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研究

2017.05
-

2018.04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7.01 区域经济学 48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7.01 城乡统筹概论 32 本科生

2012.09-2013.01 农产品贸易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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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3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姓名 魏丕伟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4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工学博士
，南京林业大学

，遗传学
，2009.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业组织与管理 所在院系 生物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魏丕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林业大学遗传学博士；2009年-2011年，在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国家植物基因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4年6月至12月，受国家留基委资助
，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访问。主持、参与各级科研项目14项，其中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项目6项。在研应用型项目包括“西南地区酿酒用糯高粱品种的纯度鉴定”、“屏山县白
魔芋饮料生产基地建设及示范”等。在《Plant Journal》、《酿酒科技》等杂志共发表论文13篇；获
辣椒新品种省级新品种鉴定1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连续多年招收农产品加工及储藏方向
研究生，拟承担专业课程主讲、实践教学、教学案例库建设、学位论文指导等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一种藤椒油复合抗氧化剂 国家发明专利 2015-06 第一

藤椒油生产工艺条件的 中国调味品,P70-73,他引9次 2013-07 第一

热胁迫下丹参迷迭香酸代谢途径关
键酶基因的表达研究 核农学报,P60-67,他引10次 2012-01 第一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四川省教育厅 市厅级 藤椒油生产设备研发与新产品
开发

2015.01
-

2017.12
1

四川理工学院 市厅级 食品供应链中可持续性生产消
费模型研究

2014.07
-

2017.06
5

四川禹禾农业科技有限 委托 蓝莓果酒生产技术开发
2106.12

-
2019.11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9-2017.06 食品添加剂应用技术 32 硕士研究生

2012.09-2016.12 功能食品原理 32 本科生

2012.09-2016.12 食品添加剂 3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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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10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20人）

序
号 姓名 年龄

（岁）

培养领
域（方
向）

专业技
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年
限（年
）

主要情况简介（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
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填200字）

1 张克俊 50 城乡统
筹发展 正高级

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

所长

24

    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
贡献的优秀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省
部级项目8项、横向合作课题30余项。在重
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
专著5部，10余项政策建议被省委、省政府
领导批示。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
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国土
资源部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拟承担专题讲
座、案例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
导工作。

2 罗彬 43 城乡统
筹发展 中级

宜宾商业银
行农村金融
业务部总经

理

11

    长期从事投贷联动、村镇银行工作。四
川省侨联特聘金融专家、四川省千人计划联
谊会特聘金融专家。分别在《管理科学学报
》、《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学报》发表
6篇论文。先后主持四川省科技厅项目、宜
宾市科技局等项目多项。拟承担专题讲座、
案例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
作。

3 杨进 40 城乡统
筹发展 正高级

成都市农林
科学院科研
处处长

17

    农学博士，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省、
市科研项目30余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出版教材1部，获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成都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先后育
成或参与育成油菜新品种15个，研制《油菜
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等技术3项，获得专
利5项，品种权8项。拟承担专题讲座、案例
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4 杨国禄 49 城乡统
筹发展 正高级

自贡市沿滩
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副

主任

22

    长期从事作物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的
研究和推广工作，编制自贡市沿滩区蔬菜产
业发展规划；公开发表论文10篇、阳光培训
讲义2部。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
等奖1次；四川省农业厅科技进步奖等二等
奖1次、三等奖3次；自贡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次、三等奖2次；沿滩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1次、三等奖1次。拟承担专业课程教学、专
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5 李永安 44 休闲农
业与 副高级

眉山市东坡
区农业局经
济作物站

25

    毕业于西南大学，获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2011年3月 参与选定的果树品种“眉红脐
橙”通过四川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012年获眉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成果一等
奖 、2016年获眉山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2016年12月“优质杂柑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
培技术集成应用 ”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三等奖、2016年10月眉山市“金桥工程”优
秀组织者，发表论文5篇，其中核心期刊论
文3篇，参与6本书籍出版发行。拟承担案例
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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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20人，其他专业限填10人。

6 彭悦溪 49 休闲农
业与 副高级

眉山市东坡
区农业局经
济作物站

21

    长期从事农业技术及推广工作，参与农
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粮经
复合项目、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补助资
金项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全国新增千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项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
展（水稻）项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011年被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四川省科技特派员工
作先进个人”，2012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
“眉山市东坡区第三届农村实用人才”。
拟承担案例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
指导工作。

7 尹旭敏 39 农业组
织与 副高级

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农产
品贮藏加工
研究所

11

    长期从事农产品加工及发酵工程研究
，主持省部级、市厅级项目7项，参与项目
10余项，公开发表论文近20篇，获国家发明
专利5项，在农产品加工及发酵方面有扎实
的理论基础知识及实践经验。拟承担案例库
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8 刘念 46 农业组
织与 正高级

四川省食品
发酵工业研
究设计院酿
酒工业研究
所所长

20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食品
安全标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酿酒协会专家
委员会专家、中国酒业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四川省优
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1项，泸州市人民政
府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11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四川省
地方标准10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编著
6部。拟承担案例库建设、专业实习及毕业
论文的指导工作。

9 余文华 45 农业组
织与 正高级

四川省食品
发酵工业研
究设计院

22

    四川省第一届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委员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二等奖
1项，完成省科技厅成果鉴定2项，四川省优
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7项，制定四川泡菜四川省
地方标准1项，编写专业书籍1部，发表学术
论文24篇。拟承担案例库建设、专业实习及
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10 汪维龙 51 农业组
织与 正高级

四川省吉香
居食品有限
公司公司总
经理兼技术
中心主任

26

    主要从事食品工程、食品加工与安全方
面的研究工作。近5年发表学术论文5篇，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完
成四川省科技厅成果鉴定3项，获眉山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1项。拟承担案例库建设、专
业实习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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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

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5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1201-管理科学
与工程 硕士 13 0 10 0 3 0 8 13 3 9

120302-农村区
域发展 学士 41 48 49 44 44 24 42 44 58 41

120901K-旅游管
理 学士 109 101 98 98 100 110 73 105 65 109

082702-食品质
量与安全 学士 68 70 76 74 57 75 93 72 92 78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1.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我校自2012年开始招收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生，现有教授20名，副教授18名，博士
学位教师占比64%，建成了一批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和高水平研究团队。
    2.农村区域发展本科：我校自2005年开始招收农村区域发展本科学生，在十余年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
，为四川理工学院教学改革示范专业，形成了“农村与农业发展”校级重点研究团队，现有高级职称人员6人
，博士7人。与众多农业产业企业和组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各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共同编撰了《农村区域
与发展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效果良好。
    3.旅游管理本科：自1996年设置以来，累计已培养2000余名毕业生。已形成了以乡村旅游、旅游规划开发为
主的专业研究方向，凝聚了一支以民宿建设、乡村旅游规划为主要业务的咨询团队，拥有四川省青年旅游专家等
高水平人才。近几年，承担了《四川省宜宾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及重点区域规划》、《荥经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自贡市游客集散服务中心概念性规划》等项目。
    4.食品质量与安全：30多年来，我校食品类专业已培养了3000余名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如四川新希望乳业有
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集团等大型企业，从事食品工程方面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据统计，近
60%的毕业生已成为所在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和管理带头人，我校也被业界誉为“中国白酒人才培养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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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5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

点及授课效果等情况，限100字）

1 农村发展概论 专业必修课 何凡、苏奎

师资配置：梯次配置2名主讲教师。
授课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田野实践。
特色：（1）教学内容体现实用性和先进性；
      （2）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强化案例教学。
效果：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第三方机构评价优秀
。

2 城乡统筹概论 专业必修课 李启宇、王艳
红

师资配置：梯次配置2名主讲教师。
授课方式：理论讲授、专题案例讲座、慕课。
特色：（1）模块化+单元式组织；
      （2）理论+案例分析结合教学；
      （3）多媒体+传统多渠道授课。
效果：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第三方机构评价优秀
。

3 乡村旅游规划 专业必修课 吴晓东、李鹏
举

师资配置：梯次配置2名主讲教师。
授课方式：理论讲授、项目嵌入、规划实践。
特色：（1）课堂教学+调研规划，实现“用中学
”；
      （2）以能力导向构建应知应会教学体系；
      （3）教学与项目规划实际的“零距离”。
效果：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第三方机构评价优秀
。

4 食品安全与品质控
制 专业必修课 康振辉、李东

师资配置：梯次配置2名主讲教师。
授课方式：理论讲授、情景模拟教学。
特色：（1）教学突出情景模拟、理论与实务零距离
；
      （2）因材施教，不断更新教学方法。
效果：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第三方机构评价优秀
。

5 农产品加工与储藏 专业必修课 魏丕伟、游见
明

师资配置：梯次配置2名主讲教师。
授课方式：讲授、演练、案例教学、。
特色：（1）科研引导式教学，强化科研教学互动；
      （2）注重案例研讨，实现“学中做”。
效果：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与第三方机构评价优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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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10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四川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二等奖

持续整体推进工程教育综合改
革，培养面向区域经济的多样

化工程人才
龚敏、傅成华 2014

2 四川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三等奖 基于“四能力“工程管理复合

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陈一君、王成端、
何凡、杨晓宇、潘

春跃
2013

3
教育部农业经济管
理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李启宇、何凡、陈
一君、向瑞伦、樊

玉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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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100字）

1

基于原生态农耕
文明的现代农业
创新模式的探讨

（论文）

李静芸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1-09/2015-07 2015-06

    第十三届“挑战杯”四川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三等奖，发表于《北京农业
》。
论文分析了国内外现代农业模
式,将原生态绿色农耕文化精髓
融入现代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的
产供销环节,并以此探究现代农
业的创新。

2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背景下农
合社发展问题及
对策探析——基
于对自贡5区县的
实地调研（调研

报告）

徐佳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1-09/2015-07 2015-06

    第十三届“挑战杯”四川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三等奖。
基于对自贡5区县的实地调研
，探讨当前农合社发展的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3
四川省犍为县罗
城镇规划（规划
设计方案）

熊勇杰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3-09/2017-07 2016-07

    全国高等院校农村区域发
展专业学术年会暨“美丽乡村
规划”设计大赛作品。
以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罗城镇
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具体环境
，结合所学知识以及相关资料
，创作了一份罗城镇规划方案
。

4

雅安芦山玉溪村
茶产业灾后结构
升级研究（调研

报告）

范琳琳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1-09/2015-07 2014-10

    2014年“挑战杯”四川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作品。
结合芦山玉溪村灾后重建的实
际，分析了玉溪村在灾后结构
升级中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促进玉
溪村茶叶产业灾后恢复与重建
的若干建 议和措施。

5

现代都市城郊新
型农业“微田园
”模式研究（调

研报告）

张娅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1-09/2015-07 2014-10

    2014年“挑战杯”四川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作品。
以郫县战旗村为例，总结其发
展新型农业“微田园”模式的
经验，提出了建成有花有草
，有畜有果，鸡犬之声相闻新
村的构想。

6

星火村土地股份
合作制经济的发
展研究（调研报

告）

张娅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1-09/2015-07 2013-10

    2013年“挑战杯”四川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作品。
以星火村为例，调查其土地股
份制合作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提出需改革现行农地
征用制度，保障农民参与分享
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
益。

7

全国商业精英挑
战赛商务会奖旅
游策划赛团体奖

（获奖）

冯婉婷 120901K-旅游管理 学士
2014-09/2018-07 2016-06     该团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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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队情

况。

8

Study of Airing
Way of

Fermented Grain
in Brewing of
Luzhou-Flavor
Liquor（论文）

龙可 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2-09/2015-07 2014-11

    论文发表在《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

Optimization of
conditions for
glucoamylase,
α-amylase and
acidic protease
production by
Aspergillus

Oryzae Koji（论
文）

林艳 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2012-09/2015-07 2014-09

    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10
自贡市光润农业
科技管理有限公
司（创业项目）

何世宇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学士 2014-09/2018-07 2016-05

    该项目被批准为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主要从事
农业种植、销售的创业研究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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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沿滩区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 咨询报告 何凡、李启宇、

谢天慧

       基于自贡市沿滩区发展定位和
“十三五”总体目标，编制了“十三
五”期间自贡市沿滩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总体
目标、发展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2 系列生态/观光农业发展
规划 咨询报告 吴晓东、王敏、

李鹏举

       编制了仲权镇黄家村、全胜村
、舒坪镇狮湾村生态农业观光园及新
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为农村发展提供
发展思路和路径。

3 花椒栽培理论与实践 高水平教学案例 李启宇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四川省旅游资源普查方
案研究报告 咨询报告 吴晓东、李红英

、黄元斌等

       该研究报告被四川省旅游局签
字批示，认为该报告研究认真，工作
扎实，提出的相关对策建议有一定新
意和参考价值，可供旅游局开展相关
工作时参考。

5 深化农村改革背景下农
村金融服务创新 咨询报告 何凡、罗洎、李

启宇等

       采用农户问卷调查、政府部门
访谈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访谈等方式
对自贡市农村金融服务现状进行了调
查，分析了深化农村改革背景下农村
金融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提出了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路径及
配套政策。

6 兽药创新技术集成及畜
禽生态养殖产业化示范 咨询报告 何凡、李启宇、

樊玉然等

       构建了四川巴尔农牧集团有限
公司安全兽药饲料生产体系、规模化
生态养殖体系、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技术体系、规模化绿色农产品生产体
系、安全畜禽产品加工技术体系、绿
色畜禽食品销售体系、科技信息技术
体系。

7 块菌酒生产工艺 发明专利 卫春会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造块菌酒
生产，全面提升块菌酒的品质、科技
含量及专块菌附加值，产生了可观的
社会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带动其它
产业的发展。为攀枝花地区特色林产
品加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8 一种桑椹果酒酿制方法 发明专利 左勇

       提高了果酒的酒精含量和品质
，采用此法酿制的桑椹酒呈玫瑰红色
，澄清透明，酒体丰满，酸甜适中。
通过冷冻保藏，既保证了果酒品质又
延长桑椹原料供给时间，克服了生产
受季节的限制。

9 一种桑椹酒的发酵方法 发明专利 罗惠波
       解决了饮后上头的产品缺陷
；果酒的后处理工艺和稳定性研究填
补了国内空白。

10 猪肉干制取方法 发明专利 赵长青
       本发明优化了猪肉干制取流程
，在更加干净、安全的同时提升了猪
肉干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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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300字）



18

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实践基地名
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年月 年均接受

学生数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限填200字）

1
“产学研
”综合实习

基地

泸州老
窖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四川
泸州 2013-01 8 6

1、专业实践内容：白酒行业全流程
管理、白酒生产与农产业供给、白酒
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
2、专业实践条件：设有食品工业研
究所等6个专业研究所，1个工程设计
所，5个技术中心，1个成果转化基地
和1个科技型企业；拥有10700 m2研
发场地、占地40亩的成果转化基地、
科技专业技术人员280余人。

2
“产学研
”综合实习

基地

四川新
希望乳
业有限
公司

四川
成都 2013-11 10 6

1、专业实践内容：农产品质量与安
全控制体系、涉农产品市场推广与营
销、农产品企业建设。运营与管理。
2、专业实践条件：公司拥有拥有国
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丰富的市场运作
经验。涉及乳制品加工、食品检验、
动物营养、畜牧、兽医、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等专业领域；

3 城乡发展综
合实习基地

四川省
社会科
学院农
村发展
研究所

四川
成都 2012-12 5 6

1、专业实践内容：城乡统筹发展研
究、农村基层管理研究、农业组织与
管理研究。
2、基地简介：农村发展研究所是四
川省农村发展领域唯一的专业研究机
构，设有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农村
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资源与环境4个研究室；与四
川农业大学联办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点
。

4 城乡发展综
合实习基地

自贡市
沿滩区
农业技
术推广
中心

四川
自贡 2012-03 6 6

1、专业实践内容：特色农业发展、
农业推广管理
2、基地简介：中心设有农业技术推
广站、经济作物站、农村经营管理办
公室。拥有农艺师10人，中级专业技
术人员43人。

5
农业产业组
织与管理综
合实习基地

眉山市
好味稻
水稻专
业合作
社

四川
眉山 2014-10 6 6

1、专业实践内容：农业组织与管理
、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农产运营。
2、基地简介：建有“稻—菜”轮作
基地4100余亩；发展社员360余名。
拥有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烘干
机、精米机等农机具50余台。实行
“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标准、
统一销售、统一经营”的经营模式
，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6
农业产业组
织与管理综
合实习基地

眉山市
东坡果
业公司

四川
眉山 2016-10 6 6

1、专业实践内容：特色农业发展、
农产品运营管理、农业技术推广。
2、基地简介：专业从事果树产业
，拥有优质水果生产基地300余亩
，水果商品化处理加工厂一座。建立
了完善的技术推广体系，在重点乡镇
建立了连锁店，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校
建立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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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7
特色农业与
乡村旅游综
合实习基地

大安区
团结镇
土柱村

四川
自贡 2009-08 8 6

1、专业实践内容：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特色农产品开发与运营、城乡
统筹发展。
2、基地简介：拥有自贡市目前最大
的返乡民工创业园基地，是一个集特
色农产品种植业产业化经营和生态休
闲观光农业于一体的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

8

新农村建设
与乡村旅游
综合实习基

地

贡井区
建设镇
固胜村

四川
自贡 2012-12 8 6

1、专业实践内容：新农村建设、乡
村旅游、乡村治理。
2、基地简介：拥有枇杷种植园700亩
、生态鱼垂钓园550亩，全年接待游
客30万人以上，旅游综合收入300万
元以上，就地就近安置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业200余人。在农民增收致富和
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贫困户脱贫方
面成效显著。荣获“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称号。

9

农业投融资
与农村金融
综合实习基

地

遂宁农
商银行

四川
遂宁 2015-12 12 6

1、专业实践内容：农村金融服务、
农业投融资。
2、基地简介：共有营业网点213个
；在岗员工1594人，具备高级职称
2人，中级职称190人，助理职称
375人。长期服务于农业与农村，在
农业投融资、农村金融服务方面有着
丰富的实践经验。

10

农业投融资
与农村金融
综合实习基

地

宜宾商
业银行

四川
宜宾 2016-05 10 6

1、专业实践内容：农村金融服务、
农业投融资。
2、基地简介：全行资产总额达
211.55亿元，下辖33个分支机构。
2009年8月，宜宾市商业银行跨区域
控股设立了隆昌兴隆村镇银行
，2010年12月将隆昌兴隆村镇银行建
设成为全国首批十家总分行制村镇银
行；同时，作为发起行在宜宾市设立
了宜宾兴宜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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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200字）

1 农业产业组织研
究及成果

何凡、李启
宇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2013-2015年间，在“农业产业组织”研
究方向获批四川省社科规划办基地项目3项
，厅级项目5项。依托项目研究，带动“官产
学”的合作，促进主要针对川南地区白酒产
业的调研和数据库建设，提升学员科研参与
、认知和实施的能力。

2 新农村建设研究
及成果

李启宇、樊
玉然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主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少数民族牧
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主持的《基于扶贫开
发视角的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项目为“新农村建设研究”奠定了成果基
础。之后，团队先后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
文章4篇。相关研究成果在解决西部少数民族
牧区、革命老区及贫困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
的模式、路径、激励机制和政策选择等问题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农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研究及成果

何凡、李启
宇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李启宇教授主持教育部项目《农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模式创新研究》、团队成员获批
厅级项目5项，在CSSCI、北大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7篇。李启宇教授的论文“土地承包
经营权‘长久流转’模式探讨”获自贡市第
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团
队的科研成果有效契合了“管产学”结合的
宗旨。

4
农村土地流转交
易市场建设研究

及成果

李启宇、何
凡、罗洎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于2015年获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建
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研究》
。项目梳理了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
市场运行现状，归纳其存在的问题，在“政
府、业主和农户三结合”的思路上，利用借
鉴与创新，从政策、管理和实践层面，提出
相应的对策思路。项目研究成果在实习基地
得到较好的验证、转化运用和推广，呈现良
好的“产学”双赢局面。

5 农产品生产计划
研究及成果

樊玉然、周
丽洪、吕福

玉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于2015年获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
目《基于农业订单的农民生产合作社农产品
生产计划研究》。依托该项目，团队开展了
农民生产合作社、农产品生产计划等视角的
问题研究，并形成学术研究成果，在CSSCI、
北大核心上公开发表论文7篇。

6 城乡统筹发展研
究及成果

何凡、李启
宇、吴晓东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的系统研究
，教学与学术相得益彰，教学与学术服务地
方。获批厅级相关项目2项，并在北大核心发
表论文3篇；同时，编写《城乡统筹概论》讲
义；何凡教授、李启宇教授、吴晓东教授多
次为自贡市委、市政府、城乡统筹委、区县
政府提供规划、咨询、授课等服务，服务地
方工作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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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

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7 《农村发展概论
》讲义

李启宇、李
鹏举、樊玉

然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结合我校学员的实际，在团队协作和科
研成果基础上，形成并不断修订完善《农村
发展概论》讲义，弥补了通用教材老旧过时
的不足。讲义立足于中国国情，以统筹城乡
发展思路，探寻全面、扎实、协调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该讲义理论联系实
际，在我校农村区域发展本科生中已使用5年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

8 扶贫与农民增收
研究及成果

何凡、李启
宇、游见明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坚持以服务地方为己任，通过团队的科
研探索区域扶贫、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获
批民政部委托项目《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
接机制与路径研究》、四川省社科规划办应
用项目《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出版专
著1部。

9 农村区域发展学
科教学成果获奖

李启宇、何
凡、康振辉
、樊玉然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本着“以科研促教学”的思想，不断尝
试和推进教学改革研究，以此优化教学模式
，推动农村区域发展学科建设，提升教学综
合质量。团队主持和参研教学改革项目省级
2项、校级项目4项，公开发表教改论文8篇
，获得教育部农业经济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

10 教学改革实践
何凡、李启
宇、罗晓、
樊玉然

120302-农村区域发展
本科专业

    积极关注科研成果转化，强化教学改革
实践。何凡教授主持的省级教改项目“经管
类仿真与创新实验平台建设”为学生基本能
力和专业技能训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平
台；主持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建设与发
展对策研究”为专业建设提供了具体思路和
对策。李启宇教授主持的“农村区域发展专
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与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
”优化了专业培养方案、清晰界定了课程内
容界限；罗晓副教授主持的“农村区域发展
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讨”构建了实践教学体
系；共发表了教改论文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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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

励的，不重复填写。

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2 140 53 207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 50 21 60.7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86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3.25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2.3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8

出版专著数 11 师均出版专著数 0.61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87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4.83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10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一等 浓香型白酒窖泥培养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唐玉明;沈才洪;任道群
;张良;姚万春;何诚;刘茂 2013

2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二等 酱香型郎酒生产工艺技术创新
研究

邓皖玉、沈毅、卓毓崇、
程伟、叶光斌、王会、吴

联海
2013

3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二等 特色水果酿酒发酵技术研究与
应用

左  勇、刘利平、李  东
、祁  峰、王国友、李
杨、罗惠波、卫春会

2014

4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活性优质窖泥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

饶家权、杜礼泉、罗惠波
、冯波、陈彦 2012

5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宜宾芽菜发酵技术研究与应用 左勇、刘川秀 、李东、
王开颜、鞠帅 2013

6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浓香型白酒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罗惠波、黄治国、苏长明
、张宿义、卫春会 2013

7
四川省 四川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级科研获奖

三等 辣椒新品种川椒系列选育及推
广应用

陈炳金、杨朝进、王凌云
、李东、陈肖肖 2013

8 教育部优秀专家
建议稿 优秀奖 关于深化盐业垄断体制改革的

对策建议 吕福玉、樊玉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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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IV-4-3 近五年承担的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民族地区遗产旅游地利益机
制构建研究（12XMZ07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青年项目 2012.10-2016.10 胡北明 15

2
“十二五”时期深化我国盐

业垄断体制改革研究
（11BJY069）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一般项目 2011.07-2016.06 吕福玉 15

3
水稻OsSOQ1和OsSOQ1基因在
光淬灭抑制的调控机制研究

（3160129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2019.12 康振辉 20

4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创
新研究：基于现代农业发展
的视角（12YJC630099）

教育部 一般项目 2012.02-2017.12 李启宇 7

5 四川农业科技服务业发展战
略研究（2015ZR0051）

四川省科技
厅 软科学项目 2015.01-2017.12 李启宇 3

6
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衔接机

制与路径研究
（2016MZRL010410）

民政部 一般项目 2016.02-2016.12 李启宇 0

7
新常态下四川白酒产业转型
升级的科技创新路径研究

（SC15E052）

四川省社科
规划办 一般项目 2015.11-2016.10 何凡 2

8 四川白酒产业新型增长路径
探索（SC16BJ010）

四川省社科
规划办 一般项目 2016.12-2017.11 苏奎 1.5

9 农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
制研究（CR1601）

四川省教育
厅 重点项目 2015.11-2016.10 何凡 1.5

10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
研究--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

的视角（SC12LY01）

四川省社科
规划办 一般项目 2012.12-2013.11 吴晓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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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

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  注（限100字）

1

基于时空约束的大
规模农产品时间柔
性生产计划网络优

化研究

李晖
、黄
南京
、叶
一军

2015-04 中国管理科学 CSSCI检索

2

巴中革命老区新农
村建设：制约因素
与路径选择——基
于扶贫开发的视角

李启
宇、
何凡

2015-06 农业经济 北大核心

3
基于模糊QFD的农产
品供应链精益化决

策分析

李晖
、黄
南京
、叶
一军

2012-10 统计与决策 CSSCI检索

4
农地承包经营权
“长久流转”模式

探讨

李启
宇 2013-06 农村经济 北大核心

5
中国果酒生产技术
研究现状及其产业
未来发展趋势

陈静
、程
晓雨
、 潘
明、
刘君

2016-12 食品工业科技 北大核心、CSCD检索

6
农民增收的宏观环
境浅析：以四川省

为例
何凡 2012-08 农村经济 北大核心

7
Redox regulation
in the thylakoid

lumen

康振
辉 2016-01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SCI检索

8

Overexpression of
OsTLP27 in rice

improves
chloroplast
function and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康振
辉 2012-07 Plant science SCI检索

9
基于精益农产品供
应链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生产优化研究

李晖 2016-11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专著

10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
长效机制研究

吴晓
东 2015-1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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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600字）

    1、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于2012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下，人才培养取得
实效，研究生毕业率达到100%，毕业生对课程安排和人才培养模式满意度为100%。
    2、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本科）
    在学校文科类专业毕业生中，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毕业生取得了申报项目最多、研究生报考比率（2017年超过
30%）、录取比率最高（2017年达到25%）、学生创业项目最多等有目共睹的成绩。毕业生对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
满意度较高，特别是对本专业“就业导向、能力本位、校企联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认可度非常高。近年来学生就
业对口率高，就业稳定性高，用人单位对本专业的认可度高。
    3、旅游管理专业（本科）
    我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具有人文素质、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毕业生就业率达100%，用人单位对本专业学生认可度高。毕业生多数考取了行业相关资
格证书，多人参加国旅集团、雅正教育举办的旅游培训。
    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
    近五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毕业生满意度较高；就业学生在酿酒、食品等行业都取得了相应的品酒师等
行业相关资质及资格证书或参与相关培训考试，获得良好成果；近五年硕士毕业生高达100余人，96%签订就业协
议，2%学生选择升学（江南大学、重庆大学等），2%学生选择自主创业，其中69.79%在四川省签约就业，服务本
省发展；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其中9.33%学生签约党政机关，6.25%的学生签约高等教育单位
，7.29%的学生签约科研设计单位，10.42%学生签约其他事业单位，21.46%学生签约国有企业，13.63%学生签约
三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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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300字）

    图书馆相关学术资源包括：（1）中英文专业藏书35万余册；国内外经济、管理类期刊112种；报刊15种。
（2）外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数据库、Emerald期刊库、EBSCO数据库等（3）专题数据库：全球样本数据库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等。（4）综合性全文资源：万方、维普、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等；（5）搜索平台：超星
、读秀等。（6）视频资源平台：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超星学术视频等。（6）电子图书及随书光盘资源：畅想
之星、超星电子图书等。（7）特色数据库：川酒发展数据库、中国盐文化数据库等。
    所订购的专业期刊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农村经济》、《农业经济
问题》、《农业技术经济》、《资源科学》、《中国土地科学》、、《经济与管理研究》、《管理世界》、《农
业现代化研究》等。

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600字）

    1.硬件、教学投入
    拥有多媒体教室25间，现代教学设备、仪器配置齐全。教学研讨室2间、计算机及多媒体专业实验室及案例
研讨室5间。购买有管理系统仿真实验室以及中国权威经济软件、CSMAR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等模拟实验及
数据软件，可直接为农业专业硕士教育提供软、硬件支持。
    2.课程与教学体系
    主要课程包括公共课、领域主干课和选修课三个板块，总学分不少于30学分（毕业论文为必修环节）。主干
课程包括：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农村社会发展专题、乡村旅游规划、涉农产业组织与管理等。已编制完成《农
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构建了完整的课程教学管理、考核和评价体系。
    3.奖助学经费：
    （1）培养经费保障。学生生活及劳务补贴不低于每年10000元/生；业务费（含培养等各个环节的运行、管
理）每年不低于5000元/生，共计每年15000元/生。由学校、企业共同承担。（2）科研及业务经费。用于保障学
生开展工程实践、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学生实习、论文写作、实地考察等。经费来源于硕士生科研基金（由学
校向企业筹措设置）、硕士生申报课题立项（政府、企业委托）、导师课题经费等。确保满足硕士研究生在读期
间的科研总经费不低于5万元/生。（3）每年用于农业硕士创新创业资金不少于10万元。
    4.机构建设与人员配备
    建立学术委员会（10人）、教学及就业管理中心（2人）、科研及档案管理中心（1人）、实验中心（8人
）、辅导员中心（2人）、服地中心（1人）等，同时配备必要设施。
    5.制度建设：
    拟成立由研究生处和各相关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农业专硕教育中心、农业专硕教育指导委员会管理农业专硕
招考与日常事务；建立了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师生对教室的自主智能查询预约等；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实现
了对仪器设备的高效维护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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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农村急需大量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创新型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农村发展领域直接面向三农，行业对该领域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需求巨大。我校农村发展相关学科办学
历史悠久，已融合了一支结构合理、老中青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强的教学团队
和导师团队，教学科研实践条件保障有力，与校外实践基地有着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基础，为培养农业硕
士人才提供了可靠保证。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公示无异后，一致同意增列农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并
上报省学位办。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