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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位授权点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

合、总体分析与分类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宏

观、中观与微观的层面，深入研究农林领域的社会经济活动客观规律及其管理机

制，下设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农业贸易与金融、中小企业管理、农村

与区域发展等 5个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应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道

德品质和良好的人文素养，拥有深厚扎实的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功底和敏锐系统的

学术洞察力，熟悉农林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前沿，能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农林经

济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和工具，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可以

完全胜任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大中型企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

工作。

（三）培养方向

方向一：农业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以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模拟

仿真、实验经济学等实证研究方法，系统研究农产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

全过程的经济运行规律，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工程中“三农”问题的发展规律及相

关公共管理政策。

方向二：林业经济管理

林业经济管理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为基础，运用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林业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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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三：中小企业管理

中小企业管理是以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

结合的方法，以中小企业尤其是涉农企业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营销管理、财

务管理、战略管理等为研究内容，分析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的规律。

方向四：农业贸易与金融

农业贸易与金融是以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及管理学理论为基础，运

用宏观与微观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农产品贸易与流通、

农业国际合作与投资、农业投融资、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相关问题。

方向五：农村与区域发展

农村与区域发展主要研究经济转型与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律、

本质、过程、模式、方法、实现机制及其影响，破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与公共管理政策，科学有效的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村落向现代农村社区转型及城乡融合发展。

（四）学位授予标准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要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的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

定，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二、学位点基本条件建设

（一）师资队伍选育卓有成效

学位授权点全年引进 7名专任教师，均为博士学历，副高职称 6名。积极推

进职称评审，新晋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推荐教师申报各类人才项目，13名

老师入选学校“2021年度狮山硕彦计划”，1人入选湖北省“百人计划”，1人

获批“楚天学子”，1人进入国家高层次人才，1人当选“湖北省第二届最美社

科人”，开展青年教师沙龙活动 3期，持续实施《达尊青年学者奖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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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水平项目申报成果丰硕

学位授权点持续加大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和高水平成果的培育力度，积极组织

纵向横向科研课题申报，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项、国家

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7项、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4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3项及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其他省部级课题

近 50项，校自主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立项 16项，全年到账科研经费 1117.1万元，

其中横向经费 214万元。

（三）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建设纵深推进

学位授权点制定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实施方案，完成 2021级研

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强化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学科前沿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

革项目培育，立项 22项研究生培养条件建设项目。加强培养环节管理改革，制

定博士研究生开题资格考核、研究生指标分配、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量核算等制

度和办法。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举办“最美社科人”师德师风先进事迹分享报告。

继续推行博导招生资格审核制，扩大专业学位导师和行业产业导师规模，新增博

导 3人、学硕导 11人、专硕导 29人、行业导师 46人。新签订研究生实践基地

共建协议 20份。组织申报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 2项、农业教指委课题 4项，专

业学位案例建设培育项目 2项，获评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1篇。

（四）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111）基地成功获批

学位授权点以“气候变化应对与农业永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为基础，申

报“健康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项目获批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111）基地项

目，首批到账 90万，成立了基地办公室。基地建设对加强学校人文社科的学术

声誉和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五）国际合作项目持续深化

学位授权点继续执行“中日新智慧园艺与价值提升”创新项目、华中农业大

学-奥本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等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高水平项目，全年派出公派

出国留学人数（3个月以上）达 21人。引入海外优质师资，面向师生开设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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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微观经济学》《期货市场与商品价格》《国际市场营销》等暑期全英文课程 3

门。组织师生积极参加 2021美国农经年会、2021亚洲农经年会、第 31届国际

农业经济学家大会等国际会议，其中在大会上主旨或专题报告的师生达 19人次。

三、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

（一）研究生招生录取质量稳步提升

学位授权点生源充足，实现单独划线，录取博士生 39人、学硕 31人。组织

暑期夏令营，组织招生政策宣讲会 18场。录取推免生 26人，其中 211高校生源

15人、本校生源 13人。制定研究生指标分配办法和博士生申请-审核办法，突出

绩效导向，以近 3年学位论文指导质量、科研水平和立德树人成效作为研究生指

标分配主要依据。

（二）全面加强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位授权点推行研究生党支部建在教师科研团队，新成立 2 个研究生党支

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委委员联系支部制度。开展校级“对标争先”

建设计划立项项目中期验收答辩会，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第一党支部获

批教育部第三批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在 2021年“七一”表彰中，学

位点所在学院党委等 4个基层党组织获校级“先进基层党组织”，5人获“优秀

共产党员”，2人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研究生支教团党支部获评湖北省先进

基层党支部。

（三）严格课堂教学管理

学位授权点严格课堂教学督导，落实听课反馈制度，组织听课 42门次。开

展评教问卷调查、中期检查座谈，组织 25人次课程助教招聘和考核工作，完成

67门指定课程教材回头看自查。

（四）强化培养环节规范管理

学位授权点扎实推进学业阶段性考核，实行博士生两轮开题、两轮内审、两

轮答辩制度和学位论文全盲评制度，规范组织研究生（预）开题、中期检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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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工作。强化学位授予标准和学籍管理，明确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修订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全年授予博士学位 28人、学术硕士学位 57人。启动超长学籍清

理，审查 2015级及以前研究生学籍分流申请，开展 2016级在读博士生学籍预警

提醒工作。

（五）不断扩大学术交流影响

学位授权点举办 2021年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工作会议、2021乡

村振兴荆楚论坛、2021农业绿色低碳发展高峰论坛、湖北省生态经济学会第九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21年学术研讨会、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改革学术研讨会、

2021年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峰会第一届智慧农业创意大赛、经管-信息交叉学科

交流会等。全年开设线上线下结合的达尊讲坛共 27期。各类高规格学术会议的

举办，陆续得到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湖北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湖北

卫视、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权威媒体的宣传报道，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六）构筑师生共学共研学术社区

学位授权点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学术社区和学术晚茶活动 10 次，荣获

2021IFAMA案例大赛研究生组国际第二名，获批第七届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24项，获批校园文化立项 5项。继续推进“春蕾”“春华”研究

生创新基金立项计划，奖励高水平论文 111篇。5名研究生分别获批公派出国专

项奖学金、法国里昂大学专项基金和奥本大学联培项目。获研究生“狮子山杯”

三项冠军。全日制毕业研究生 112人，总体就业率 90.2%。

四、学位点服务贡献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一：狮山智库服务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农业产业经济研究的学科优势，围绕农业产业政策、空间布局、全产业

链经济问题等建设狮山智库，开展实证研究和咨政服务，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

服务产业宏观决策。常年坚持深入农业农村和涉农企业一线，以柑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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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等产业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的关键经济问题为科研发力点，把握产业经济发

展规律。建立油菜、柑橘产业经济数据库等 12个，每月发布产业动态数据，每

年发布产业发展报告和预测报告，为政府决策、企业经营和农户生产提供权威数

据支持。开发中国鲜活农产品价格等 4个预警系统，相关预测报告获国家发改委

等部委主要领导批示。

发挥咨政建言作用。提交《我国农业科技亟待突破的短板技术及其政策建

议》等咨政报告 30余份，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批示 10余份。完成《全国食

用菌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16-2020)》等规划编制任务，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产业布局等提供政策依据。开展产业扶贫，承担多地贫困县退出专项考评和绩

效评估，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典型案例二：高质量规划促进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

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乡村产业质量效益低、发展能力弱、内生动力

不足等问题，积极承担地方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编制等工作。

加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

展、产业布局等开展持续研究，建立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

等平台，承担中国工程院“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和“武汉市都市农业

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战略课题 10余项，为制定产业规划奠定研究基础。

科学制定区域农业和特色产业规划。发起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承担湖北恩施州等 6个市州和石首市南口镇等 20个乡镇（街道）乡

村振兴规划，完成蕲春县、公安县等 100多个乡村规划。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承接孝感、黄冈等 5个地级市和红安等 23个县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规划。引领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完成《梅州柚产业发展规划》《赣南脐橙产业

行动计划》等规划编制 30余项，承担孝感麻糖米酒等 2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

其中，完成的《武汉经开区（汉南区）“智慧农都”都市田园综合体规划》，已引

进恒大集团、中化集团等企业入驻，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增

强；二是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的供给侧改革力度不够；三是农林经济管理一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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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影响力亟待提升；四是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培育高层次人才的举措不多。

主要改进措施：以规范化、制度化、标杆化为根本，切实增强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加强和改进党建与思政工作；以学

生中心、社会需求、内涵发展为导向，持续加大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的供给侧改

革力度，着力提升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质量；以四个面向、自立自强、交叉融合

为目标，积极推进团队建设、成果产出、学术交流，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力、学

科影响力和社会服务力；以师德教育、精准引育、文化涵育为重点，扎实开展师

资队伍建设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学院治理水平，以优异成

绩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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