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发„2013‟114 号 

 

 

华中农业大学关于公布 2013 年度自主科技 

创新基金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立项项目的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实施细则》（校

发［2012］41 号）等文件精神和 2013 年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项

目申报通知要求，由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推荐、学院审核，经

研究生院组织公开答辩，学校批准李广伟等 16 位同学获得 2013

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计划”资助，刘海军等 47 位同学获

得 2013 年度“优秀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资助。 

项目于 2013 年 7 月起实施，学校为每个项目设立专项账户，

经费专款专用，经费分三批拨付。首批经费包括导师研究经费的

40%及 8 个月的研究生专项补助，专项补助由导师负责按月发放给

受项目资助的研究生，首批经费需在 2013年 12月 30前使用完毕。

所有项目 2014 年 6 月份进行中期检查，进展顺利者，拨付二期经



费（导师研究经费的 60%和 12 个月的研究生专项津贴）。三期经

费（4 个月的研究生专项津贴）2015 年 3 月拨付。提前结题的项

目经费拨至结题当月。 

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来自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立项经费中学生酬金类经费使用比例不超过 50%，获批项目导师

应通过适当途径，按照实施细则中规定标准，足额发放研究生专

项补助；研究成果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应明确标注“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XXX)”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Program No.XXX ）），未标注成果的课题不予以

结题。 

学校将对所有受资助的项目进行定期跟踪与检查。希望受资

助的研究生按照既定目标，勤奋学习，锐意创新，力争产出创新

性成果。希望受资助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全面关心研究生成长和项

目研究进展，引导研究生潜心科研，奋发有为。研究生所在学院

应给予大力支持，促其成长成才。 

 

 

附件： 2013 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资助项目一览表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年 6 月 26 日 

 



附件 

 

2013 年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资助项目一览表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共 16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号 学院 专业 导师 
立项经费

（万元） 

2013YB01 水稻籼粳亚种间杂种不育和杂种优势机理研究 李广伟 2012304010027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启发 4.4 

2013YB02 水稻穗型发育的分子调控机理 符德保 2012304010024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吴昌银 4.4 

2013YB03 甘蓝型油菜矮秆基因BnA3.dwf 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李海涛 201130101002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刘克德 4.4  

2013YB04 WOX11 调控水稻发育的作用机制 程赛凤 2012304010022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周道绣 4.4  

2013YB05 HB 柚胞质杂种雄性不育功能基因发掘 郑蓓蓓 2011305010016 园艺林学学院 果树学 郭文武 4.4   

2013YB06 miRNA 在棉花纤维发育中的功能发掘 刘  念 2012301010030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张献龙 4.4   

2013YB07 
莲原花青素对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形成的抑制

作用研究 
吴  茜 2012309010018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食品科学 孙智达 4.4   

2013YB08 
重寄生真菌从非寄主真菌获得病毒及相关病毒

与寄主互作的研究 
刘  四 2012301010057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植物病理学 姜道宏 4.4   

2013YB09 TLRs 对家禽胸腺发育影响及机制的研究 黄海波 2012302010029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

物医学院 
基础兽医学 彭克美 4.4   

2013YB10 SlcycB1;2 调控番茄植株生长发育的机理研究 张廷艳 2010305010022 园艺林学学院 蔬菜学 叶志彪 4.4   



2013YB11 团头鲂分子标记的筛选及在育种中的应用 罗  伟 2011308010014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 王卫民 4.4   

2013YB12 农业生产净碳效应测度与价值实现路径探究 田  云 2012306010018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

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张俊飚 3.4  

2013YB13 社会网络视角的种子公司品牌成长模式探究 张蒙萌 2012306010030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

理学院 
农村中小企业管理 李艳军 3.4 

2013YB14 
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及差别化土地

管理模式研究 
张俊峰 2012306010036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

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张安录 3.4  

2013YB15 中国农业知识产权绩效研究 李玲玲 2011306010007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

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李长健 3.4  

2013YB16 我国蔬菜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与溢出效应研究 肖小勇 2012306010020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管

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李崇光 3.4  

合计立项经费（万元） 65.4 

 

 

优秀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资助项目（共 47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号 学院 专业 导师 
项目经费

（万元） 

2013SC01 
利用多层分析组学数据剖析玉米复杂的适应性

进化历程 
刘海军 2012304110092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遗传学 严建兵 3.2 

2013SC02 基于Hi-C 数据的染色体 3D 结构建模及功能挖掘 傅靓彧 2011304110182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基因组学 张红雨 3.2 

2013SC03 蓝细菌光合作用重要捕光复合物结构与功能研究 彭盼盼 2012304110036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微生物学 赵开弘 3.2 

2013SC04 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及恢复机制研究 王  祥 201230111023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杨光圣 3.2 

2013SC05 
沙塘鳢属鱼类线粒体全基因组序列结构特征及

系统进化分析 
马志红 2012308120014 水产学院 农业推广硕士 杨学芬 3.2 



2013SC06 
柑橘菌根信号受体 LysM-RLK 基因功能及调控

分析 
白福玺 2012305110175 园艺林学学院 果树学 肖顺元 3.2 

2013SC07 FGF21 对富营养引发的肝细胞内质网应激的调控 夏文敏 2011304110169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陈小冬 3.2 

2013SC08 玉米穗轴 QTLqcd2 的精细定位 韩雪松 2012301110064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邱法展 3.2 

2013SC09 
小菜蛾 Plutella xyllostella 气味受体的克隆及去

孤化 
熊  梅 201230111020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朱芬 3.2 

2013SC10 
斑马鱼低氧应答相关 microRNA 的筛选验证和

功能研究 
黄春筱 2012308110038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 王焕玲 3.2 

2013SC11 大豆异黄酮合成和转录调节因子的分离与鉴定 李鹏辉 2012301110074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赵剑 3.2 

2013SC12 西藏拉萨裸裂尻鱼及尖裸鲤群体遗传多样性研究 郭闪闪 2011308110060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 魏开建 3.2 

2013SC13 草鱼食性发育分化机理初步研究 李  玲 2012308110003 水产学院 水生生物学 梁旭方 3.2 

2013SC14 
鳙Lepin Recepter 基因的克隆及其与经济性状的

关联性分析 
杨镇宇 2012308110032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 邹桂伟 3.2 

2013SC15 植保无人机关键技术研究 刘浩蓬 2012307110027 工学院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龙长江 3.2 

2013SC16 土壤氧化铁-粘土矿物-腐殖质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陈红凤 2012303110031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壤学 谭文峰 3.2 

2013SC17 
天然仿生 SERS 基底的构建及其在动物病原体

非标记检测中的应用 
邵  锋 2011310110016 理学院 应用化学 韩鹤友 3.2 

2013SC18 
猪链球菌 2 型调解因子 SpxA 和 SpxB 的功能及

调控机制研究 
郑成坤 201230211019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预防兽医学 贝为成 3.2 

2013SC19 
油菜联合收获机脱粒分离装置的设计与试验研

究 
黄  鹏 2011307110008 工学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 廖庆喜 3.2 

2013SC20 大肠杆菌 O157：H7 与土壤颗粒互作的分子机制 欧阳凯 2012303110051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壤学 蔡鹏 3.2 



2013SC21 猪博卡病毒致病关键因子的挖掘 黄宝慧 2012302110174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预防兽医学 栗绍文 3.2 

2013SC22 平面机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研究 孙维方 2011307110005 工学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 郑相周 3.2 

2013SC23 
鸭蛋蛋清肽促钙吸收的构效关系及促钙吸收机

理研究 
侯  焘 201230911005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

工程 
何慧 3.2 

2013SC24 猪肌内脂肪沉积的分子调控机制 董  谦 2012302110055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赵书红 3.2 

2013SC25 
KGM生物纳米微球的合成及用于疫苗递送载体

的研究 
石丛姣 2011310110025 理学院 农药学 王运 3.2 

2013SC26 中药活性物质的单克隆抗体筛选 梁春杰 2012310110030 理学院 农药学 江洪 3.2 

2013SC27 
Al 同晶替代对赤铁矿晶体结构、形貌及性质影

响的机制 
李  葳 2012303110014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刘凡 3.2 

2013SC28 miRNAs 在通城猪抗高致病性蓝耳病中的作用 王  嫣 201230211006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刘榜 3.2 

2013SC29 温州蜜柑花营养诊断研究 贵会平 2011303110065 资源与环境学院 植物营养学 胡承孝 3.2 

2013SC30 
农业院校科技工作者的农村公共服务行为与动

因研究 
张  伟 20113111100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行政管理 吴春梅 2.2 

2013SC31 农村女儿养老研究——基于社会性别分析 杨政怡 2011311110074 文法学院 社会保障 张翠娥 2.2 

2013SC32 基于碳排放约束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配置研究 员开奇 2012306110077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董捷 2.2 

2013SC33 高等院校本科生创业教育研究 樊  鹏 2011311110065 文法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李忠云 2.2 

2013SC34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下的合作社培育研究----以

湖北英山为例 
闵  莎 2011311110023 文法学院 社会学 万江红 2.2 



2013SC35 
社会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

于公司领办型合作社背景 
金  鋆 2012306110027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黄洁 2.2 

2013SC36 
女性家庭权力变迁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资源供

给研究 
尤  鑫 2011311110077 文法学院 社会保障 钟涨宝 2.2 

2013SC37 提升我国园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研究 向  云 2012306110014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祁春节 2.2 

2013SC38 
好企业为何做坏事？—涉农企业伤害性产品生

产决策机理实证研究 
冯娇娇 2012306110029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青平 2.2 

2013SC39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仪式变迁研究 邓燕珍 2012311110024 文法学院 社会学 马威 2.2 

2013SC40 
现代农业建设背景下新型农民科技素质培养与

提升研究 
陈旖旎 2012311110036 文法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俊 2.2 

2013SC41 
区域碳排放的土地调控机制之城市土地低碳利

用的 DSR 模型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张  苗 2012306110078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陈银蓉 2.2 

2013SC42 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沈大力 2012311110013 文法学院 经济法学 刘旭霞 2.2 

2013SC43 
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与新闻媒体舆论互动

机制研究 
沈继斯 2012311110030 文法学院 传播学 余霞 2.2 

2013SC44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农民参与行为研究——以湖

北省的调查为例 
罗  卫 2012311110027 文法学院 社会学 田北海 2.2 

2013SC45 
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的动力机制及演进

规律研究 
陆  倩 2012306110035 

经济管理学院土地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孙剑 2.2 

2013SC46 
农民工流动对迁出地环境影响研究——基于山

东省 L 寸的实证调查 
张延玲 20123161100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朱清海 2.2 

2013SC47 社会救助推动下的我国农村反贫困法律问题研究 马文强 2012311110014 文法学院 经济法学 王德强 2.2  

合计立项经费（万元） 132.4 

 

 



 

 

 

 

 

 

 

 

 

 

 

 

 

 

 

 

 

 

 

 

 

 

  华中农业大学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