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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名称： 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批准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08-07-2014-0017-1 生成日期：2014-10-15 发文机构：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发文字号： 教高函[2014]7号 信息类别：

内容概述： 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批准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 

教高函[2014]7号 

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批准第一批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委、局、办）、林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农业局、林业局，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教育部直属有关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根据《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经研究，教育部、农业部、国

家林业局共同组织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有关高校根据《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教高函［2013］14号）和《教育部

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

［2014］13号)的要求，提出了改革试点申请，并递交了项目申报书。根据地方教育、农业、林业行政部门的初审意见，教育部、农

业部、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专家对提交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确定了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

目试点高校99所，改革试点项目140项，其中拔尖创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43项，复合应用型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

点项目70项，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27项。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有关高校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及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本校实施方案，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做好计划的实

施工作，确保人才教育培养质量。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将适时组织改革试点的交流和总结工作。

　　附件： 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名单.doc

教育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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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名单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林经济管理 

中国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动物科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植物保护、农业建筑与能源工程 

北京林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园林、林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森

林保护、园艺 

北京工商大学 拔尖创新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河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保护、食品科学与工程 

山西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医学、农学、植物保护、动物科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草业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 

沈阳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园艺、农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 

吉林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 

吉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保护、动物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动物科学 

东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农林经济管理 

东北林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林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林产

化工 

上海交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科学与技术 

上海海洋大学 拔尖创新型 水产养殖学、水族科学与技术 

江南大学 拔尖创新型 食品质量与安全 

南京林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林学、园林、森林保护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南京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农林

经济管理 

扬州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食品

质量与安全 

浙江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动物科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

工程  

浙江农林大学 拔尖创新型 林学、森林保护、木材科学与工程 

宁波大学 拔尖创新型 水产养殖学 

安徽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茶学、应用生物科学、农学、农业资源与

环境 

福建农林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植物保护、园艺、林学 

江西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 

中国海洋大学 拔尖创新型 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山东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动物科学、园艺、植物保护  

河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生物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园林 

长江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园艺 

华中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林经济管理、园艺、动物科学、农学 

湖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植物保护、园艺、茶学 

华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植物保护、园艺、林学 

广西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 

海南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 

西南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 

四川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林学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贵州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保护 

云南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保护、动植物检疫、农学、园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拔尖创新型 
植物保护、农林经济管理、动物科学、林

学 

兰州大学 拔尖创新型 草业科学 

甘肃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农学、种子科学与工程 

宁夏大学 拔尖创新型 
草业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 

新疆农业大学 拔尖创新型 草业科学 

石河子大学 拔尖创新型 动物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村区域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医学、农业水利工程、农林经济管理、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园艺 

北京农学院 复合应用型 
园艺、动物医学、农林经济管理、食品科

学与工程 

北京林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业工程类、农林经济管理、野生动物与

自然保护区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草业

科学 

天津农学院 复合应用型 农学、水产养殖学、园艺、动物医学 

天津商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复合应用型 园艺、园林 

河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森林保护、农学、农林经济管理 

山西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艺、林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机械

化及其自动化 

内蒙古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林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

业水利工程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大连工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沈阳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建筑环境与

能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农业电气化 

大连海洋大学 复合应用型 
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水族

科学与技术 

吉林大学 复合应用型 
植物保护、动物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 

延边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吉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资源与环境、农学、园艺、农林经济

管理 

北华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园林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植物保护、园艺、农业资源与环境 

东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园艺、农业水利工程、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 

东北林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森林保护、园林、森林工程、农林经济管

理 

上海交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林、动物科学 

上海海洋大学 复合应用型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农林经济管理 

南京林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产化工、木材科学与工程、森林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园艺、食品科学与

工程 

扬州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村区域发展 

浙江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艺、植保、食品科学与工程、动物医学 

浙江农林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艺、农学、植物保护、食品科学与工程 

浙江工商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安徽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园艺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农林经济管理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安徽科技学院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农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集美大学 复合应用型 
水产养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海洋渔业

科学与技术、动物科学 

福建农林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医学、园林、木材科学与工程、蜂学 

江西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林产化工、园林 

南昌大学 复合应用型 水产养殖学 

山东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资源与环境、林学、农业机械化及其

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 

青岛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植物保护 

聊城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水利工程 

河南工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农

学、动物医学 

河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动物科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园艺 

河南师范大学 复合应用型 水产养殖学 

长江大学 复合应用型 
水产养殖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园林 

华中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林、农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养殖学、植

物保护 

湖北民族学院 复合应用型 林学、园艺 

武汉轻工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动物药学 

吉首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林 

湖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水产养

殖学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复合应用型 
木材科学与工程、林学、生态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 

华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林经济管理 

广东海洋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园艺 

广西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植物保护、林学、园林 

海南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 

西南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 

重庆师范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质量与安全 

重庆工商大学 复合应用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川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林经济管理、农业资源与环境、园艺、

园林 

西南民族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贵州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 

云南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西南林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林学、森林保护、园林、农林经济管理 

西藏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林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动物医学 

甘肃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医学 

西北民族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青海大学 复合应用型 动物医学、草业科学 

宁夏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林经济管理 



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新疆农业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业水利工程、动物科学 

塔里木大学 复合应用型 园艺 

石河子大学 复合应用型 农林经济管理、农学 

天津农学院 实用技能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北北方学院 实用技能型 农学、种子科学与工程、园艺、植物保护 

沈阳工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艺、农学、植物保护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实用技能型 动物医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实用技能型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飞

行技术 

淮阴工学院 实用技能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农学、园艺 

浙江海洋学院 实用技能型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湖州师范学院 实用技能型 水产养殖学 

安徽工程大学 实用技能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阜阳师范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 

黄山学院 实用技能型 林学、园林 

南昌工程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农业水利工程 

宜春学院 实用技能型 动物科学 

潍坊科技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艺 

河南科技学院 实用技能型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种子科学与工程 

湖北工程学院 实用技能型 农学、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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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类型 
涉及专业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 

重庆文理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 

重庆三峡学院 实用技能型 食品科学与工程 

西昌学院 实用技能型 农学、动物医学 

西华师范大学 实用技能型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铜仁学院 实用技能型 农村区域发展 

普洱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 

西藏大学 实用技能型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榆林学院 实用技能型 植物科学与技术、动物科学、园林 

安康学院 实用技能型 园林 

河西学院 实用技能型 种子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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