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0‟94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湖南省新农科研究与 
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学校： 

根据我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

践项目的通知》要求，经学校申报推荐，我厅组织专家评审，根

据专家建议，决定立项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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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5 个项目为

2020 年湖南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见附件），现予以公

布。 

各相关高校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充分认

识建设发展新农科的重要意义，落实“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

“北京指南”的新理念、新使命、新目标、新举措，认真组织项

目的实施，为项目提供充足的经费和条件保障，并要以项目为重

要抓手，全面推动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各项目要按照

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的选题要求，结合

已有工作基础和具体情况，扎实开展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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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附件：2020 年湖南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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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湖南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 

 
序

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选题方向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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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 

李科林、傅晓华、刘光辉、陈永华、屈俊林、朱健、李芸、

陈传胜、冯冲凌、周航、胡新将、杨雄、陈润华、徐海音、

曾毅夫（航天凯天环保）、邢汉君（恒凯环保）、罗家豪、

石卉、蔡思琴 

新型农林人才核心

能力体系研究 

2 湖南农业大学 
传统植物生产类专业改造提升

改革与实践 
邹学校 

邹冬生、杨国顺、唐文邦、何长征、易镇邪、陈海霞、肖文

军、刘雄伦、雷东阳、高志强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

提升改革与实践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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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化 
林亲录、付湘晋、李安平、黄亮、吴伟、张琳、曹清明、杨

英、龙肇、李江涛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

提升改革与实践 

4 湖南文理学院 
地方院校农学专业改造提升改

革与实践 
杨友伟 

王云、刘良国、韩庆、周国庆、赵东海、郝小花、谢鹏、崔

京珍 

传统涉农专业改造

提升改革与实践 

5 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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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长银 

银海强、万大娟、夏卫生、曹雪莹（长沙学院）、罗斯（湖

南农业大学）、刘代欢（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李林华

（攸县农业农村局）、楚欣、邓月强、孙丽娟、蔡润众 

面向新农科的农林

类专业三级认证体

系构建 

6 湖南农业大学 
农业高校思政教育与“大国三

农”教育实践       
陈弘 

卢向阳、王健、陈钦华、邹锐标、曹威伟、张胜利、谢方平、

翁波、彭可为、孙志良、余兴龙、郭丽君、唐琳、张智雄、

熊亮、胡茜 

农林人才思政教育

与“大国三农”教育

实践 

7 吉首大学 

西部民族高校农林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以吉首大学

园林专业为例 

刘卫国 庹清、陈国平、吴吉林、吴曼颖、孙青、杨靖、晏丽、袁媛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8 湖南文理学院 
地方院校新农科双创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践 
杨品红 

龙献忠、郭杰荣、韩庆、刘良国、罗丛强、张运生、谢中国、

贺江、杨友伟、成钢、毛亮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4－ 

序

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选题方向 

9 湖南科技学院 
地方院校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邵金华 

赵雨云、廖阳、袁志辉、蒋琼凤、余响华、张永、赵海良（祁

东县新亿席草工艺品有限公司）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1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地方性本科院校

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

实践 

陈致印 

向国红、康林峰、刘泽发、杨泽良、罗育才、刘桃李、羊四

清、黎建辉、刘浩、朱强、黄建明（娄底市农业农村局）、

刘仲华（湖南农业大学）、杨远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陈建明（湖南省渠江薄片茶业有限公司）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11 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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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自力 

陈弘、李尚群、孙志良、贺喜、郑晓锋、肖调义、张扬、陶

业（唐人神集团）、邵华（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何俊、

张林峰、余兴龙、苏建明、刘国华、杨华、伍勇、钟元春、

曹满湖、莫亚武、胡毅、钟蕾、曾聪 

新农科课程体系与

教材建设 

12 湘潭大学 
巩固光伏扶贫成果的绿色生态

智慧农业虚拟仿真平台建设 
易灵芝 

陈才学、谭貌、张普、胡洪波、刘志平（湖南省科学技术学会）、

王立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莫亚武（湖南农业大学）、胡劲松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李浩（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刘

丹（湘潭生物科技学校）、廖剑霞、李辉、胡毕华、罗勋华、谭平

安、邓成、邓文浪、张莹、彭寒梅、兰志勇、陈智勇、范朝冬、刘

江永、王雅慧（湖南大学电气学院）、司雯（山东建筑大学）、周

剑（常熟智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范律（威胜集团）、李滨滨（上

海同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胡炎申（深圳茂硕电器有限公司）、

邱立运（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罗多（中国兴业太阳

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金维宇（威胜电气）、陈双春（湖南茂硕

电气有限公司）、陈丰波（湖南时光新能源有限公司）、黎小明（湘

潭尹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李卫平（惠州学院）、周迅（湖南国防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刘珊（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赵吉清（张

家界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钟坤炎（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徐

美清（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杨钰（湖南科技学院）、陈海燕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蒋求生（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刘奕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王仕通、冯晓东、屠宇轩、姜鹏、刘

健康、徐秀、虢优、刘宁、周东访、廖欢、赵健、孙颢一、林佳豪、

刘罗、王艺皓、黄其森、丁常昆、侯波、李云帆、肖军、段仁哲、

周志刚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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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选题方向 

1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面向基层的新型农业人才培养

实践 
周发明 

向国红、刘泽发、朱强、羊四清、黎建辉、康林峰、刘辉、

彭日民、杨泽良、曾永贤 

面向基层的新型农

林人才培养实践 

14 湖南师范大学 
鱼类遗传育种及健康养殖专业

技术人才的培养 
王静 

刘少军、覃钦博、罗凯坤、张纯、陶敏、顾钱洪、王石、胡

方舟、王余德、刘庆峰 

面向新农科的实践

教育体系构建 

1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面向新农科的植物生产类专业

实践教育体系的构建 
杨泽良 向国红、刘泽发、段仁燕、孟桂元、白婧、张斌 

面向新农科的实践

教育体系构建 

16 湖南理工学院 

新时代高校农林专业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与

实践 

周金城 

曾玉林、陈灿煌、易翠枝、肖名涛（湖南农业大学）、刘清

泉、唐文婷（湖南农业大学）、危振军（道道全粮油股份有

限公司）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

与实践 

17 邵阳学院 
地方性本科院校园林专业创新

创业教育与实践 
杨贤均 

王业社、邓云叶、李晓红、邢肖毅、黎颖惠、何丽霞、张亚

丽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

与实践 

1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新农科林学类一流课程建设标

准研究 
王光军 

刘高强、向左甫、曾柏全、王永红、闫文德、袁德义、蒋峰、

方晰、孙玉荣、吴小红、卢伟志、禹洋 

农林类一流课程建

设标准研究 

1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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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德义 
孙华、王瑞辉、罗芬、廖凯、曹受金、韩志强、汪灵丹、张

琳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实践 

20 邵阳学院 
面向丘陵地区“四新”需求的

校企协同 CDIO育人实践 
李金成 

李梦奇、谢恒、王放银、肖才远、宋娟、杨贤均、李晓红、

胡茜、刘贻亩、曾晶、贺海斌、陈立军、银周妮、杨期柱、

何丽霞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实践 

21 湖南科技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下

油茶产业创新发展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与实践 

覃佐东 
王宗成、廖云辉、李玲、唐冬芳、赵雄杰、雷爱民（湖南天

沃科技有限公司）、罗小芳、刘晓霞、汪美凤、冯露雅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实践 

2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协同培养植物保护人才创新

与实践 

金晨钟 

刘秀、郭开发、谭显胜、周芸芸、李静波、马银花、欧晓明

（湖南海利高新集团）、刘卫东（湖南海利高新集团）、竺

锡武、胡一鸿、胡军和、黄敏毅、刘桃李、戴清香、曾智、

朱赞江、李姣、王双辉、王艳、李意成、何衍彪、余淑英（湖

南海利高新集团）、梁骥（湖南海利高新集团）、孔玄庆（湖

南海利高新集团）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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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选题方向 

23 湖南农业大学 
农科类专业科教协同育人探索

与实践 
曾福生 

刘仲华、印遇龙、张曙光（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杨国顺、

屠乃美、肖文军、易镇邪、赵正洪（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何长征、李雪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何俊、陈海霞、钟

元春、刘雄伦、敖和军 

一省一校一所科教

协同育人探索与实

践 

24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创业

战略模式与实践 
贺小荣 

罗文斌、王兆峰、徐飞雄、郑群明、唐健雄、孟奕爽、王永

明、杨友宝、王钊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模式研究与实践 

25 湖南科技大学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构

建与实践研究 

谭树华 王海华、孙远东、周定港、向育军、许爱清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模式研究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