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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
研究生院（部）学习传达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11 月 1 日下午，研究生院（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张献龙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研工部副部长涂俊才
主持。
会上，张献龙传达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学校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精神并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加强学习，认真领会。研究生教育战线要全面、系统、深入地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提升自我、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二是完善制度，加强监督。要从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的总要求出发，结合贯彻《准则》《条例》，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发挥好制度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使研究生教育
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制可依。通过严肃党内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不
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三是规范支部生活，加强党的建设。通过严格要
求、科学规范的支部生活来推进支部党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把从严治党进一步落到实处。要在切实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功夫，以‚强党性、讲政
治、守规矩‛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进一
步增强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韩鹤友指出要在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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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充分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要充分认识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带头学习、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狠抓落
实。要站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与落实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紧密围绕‚四个全面‛的要求，学深学透、入脑入心。二要把握实质，
将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用
全会精神引领方向。要深刻把握全会的精神要义，牢固树立‚四种意识‛，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严‛放在首位、落到实处。切
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主动加强作风建设，廉洁自律、秉公用
权、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作出表率。三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两
学一做‛、‚双一流‛建设和落实工作相结合，用全会精神指导工作。
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实践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要排查岗位风险点、财务风险点，密切联系师生、学院，
关心关注师生反映的问题，及时掌握、妥善解决。要将学习六中全会精
神与当前的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等中心工作、具体工作
相结合，进一步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激发热情、指导实践，
形成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动能。
张启发院士为研究生上《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第一课
9 月 18 日下午，国交一楼报告厅，张启发院士为全校近 300 名 2016
级研究生新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课。他从学术规范和
学术不端的惩戒措施、如何做好科研记录以及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三个方
面对研究生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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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韩鹤友在课后表示，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必须
要将教育和惩戒结合起来。高校要做好教育工作，提高学生及教学科研
人员对学术不端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坚守学术研究人员的道德底线，营
造学术诚信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建章立制，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依法严惩，形成震慑。
我校于 2015 年被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列为全国 11 所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案例教学试点单位之一，也是湖北省和全国农林类唯一入
选试点高校。学校已制定出台《华中农业大学学术规范》《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实施细则》《华中农业大学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暂行办法》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罚细则》等制度，明确
了在课题研究、职称评定、项目评审、成果鉴定、论文发表、论文评阅
和学位论文答辩等方面的学术责任与法律责任，详细界定了学术不端行
为和相应的处罚措施，成为学校师生学习学术规范的指导性文件。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强调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我校第十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第五届专业学位评
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丹桂楼二楼召开，会议强调：
一、要进一步提升学位授予质量。各学院分会要严格执行学校关于
复制比、涉密、盲评、学术回避等学位论文质量要求的规定，研究生导
师和学院应从论文内容和形式规范上把好第一道关，从严把握审核标准，
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对在湖北省学位办论文抽检中存在问题的学位
论文的指导教师，执行次年停止招生的决议。
二、要进一步提升联培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要从严审核联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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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导师遴选条件，注重考核兼职导师的科研潜力与指导能力，考虑其
对学校、学科建设的贡献力。同时，各学院还应完善联合培养单位对研
究生培养有关制度，明确校外兼职导师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加强校内
导师与校外兼职导师之间的沟通，严格落实‚双导师制‛中，落实第一
导师为研究生培养质量首要责任人，第二导师为辅助培养的职责要求。
三、要进一步提高对毕业研究生的服务质量。研究生导师应处理好
延期毕业研究生求职、情感和毕业论文等相关问题。由于研究生培养实
行弹性学制，关于延期毕业生的住宿、奖助学金、就业等问题，还应根
据延期毕业生本人的实际情况，由研究生导师及所在培养单位协调统一，
妥善解决。
会议还审议了 2016 年夏季学位授予名单，同意授予唐年武等 196 人
博士学位，翁信启等 1640 人硕士学位，牛燕燕等 4185 人学士学位。
研究生院召开导师座谈，开展“导师和我”作品征集
9 月，研究生院组织开展了以‚甘守三尺讲台，争做‘四有’老师‛
为主题的座谈会，学校中青年研究生导师、研究生教育管理干部等代表
导师参加座谈。与会代表畅谈为师之道、育人心得，并分别从‚如何理
解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面对不同层次生源，导师如何
挖掘研究生的科研潜力‛、‚如何进行研究生分类指导培养‛、‚如何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及‚如何保持国际视野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五
个方面展开讨论，会议过程中碰撞出的观点主要有‚招生意味着责任，
培养体现出树人‛；‚长期稳定的兴趣是最好的指南针‛；‚因材施教
且无类，一视同仁聚合力‛；‚重基础，勤实践，明确学术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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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师’勤于律己，‘慈师’宽以待人‛；‚吸引优质生源，让创新
型人才无后顾之忧‛等，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10 月，研究生工作部开展了‚导师和我‛作品征集活动，征集到 179
篇作品反映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教育故事，以及研究生在学期间导师对
研究生成长帮助、关心等感人至深的故事。‚导师与我‛旨在以活动为
媒介，加强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沟通，发掘教育教学中的感人故事。为
搭建导师与研究生沟通交流的平台，营造教书育人、尊师重教的校园氛
围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我校新增 5 个湖北省研究生工作站
近日，湖北省政府学位委员会、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6 年新建研
究生工作站名单（鄂学位[2016]4 号），我校申报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龙王垭茶业有限公司研究生工作站等 5 个研究生工作站获批。至此，我
校的省级研究生工作站总数增至 10 个。
在省教育厅公布的 2016 年新建研究生工作站名单中，共有包括我校
在内的 25 所高校在 52 个合作单位建立研究生工作站，校企双方将于
文件印发之后一个月内完成研究生工作站挂牌。
研究生工作站的建立，是湖北省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举
措，有助于推动我校构建多层次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体系，学校将通过研
究生工作站建设，加强校企合作，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探索
学校教育、企业实践、研究生个人成长新机制，服务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6-

附：华中农业大学获批 2016 年湖北省研究生工作站名单
申报单位

工作站名称

获批年度

负责人

园艺林学学院

湖北龙王垭茶业有限公司研究生工作站

2016 年

倪德江

食品科技学院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研究生工作站

2016 年

徐晓云

水产学院

公安县崇湖渔场研究生工作站

2016 年

何绪刚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湖北虾乡食品有限公司研究生工作站

2016 年

汪金平

资源与环境学院

新型肥料湖北省工程实验室研究生工作站

2016 年

胡承孝

研究生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近期，国际知名杂志陆续发表了我校的最新科研成果，研究生作为
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不断涌现：如 9 月 23 日，《Plant
Physiology》在线发表了我校园艺植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刘继红教授果
树逆境团队关于多胺合成转录调控的最新科研进展，博士研究生吴昊为
第一作者；9 月 30 日，美国《Science》杂志子刊 Science Advances 在
线发表了我校韩鹤友教授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赵峰研究
员课题组合作研究成果，博士研究生刘嘉伟和郑越为共同第一作者，韩
鹤 友 和 赵 峰 为 共 同 通 讯 作 者 ； 10 月 4 日 在 线 出 版 的 《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罗杰课题组水稻代谢组研究新进展，陈伟博士
及博士研究生王文升、彭梦为该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作物遗传改良国家
重点实验室水稻研究团队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基因组学研究所
（AGI）合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研究论文，发布
了两个籼稻品种的参考基因组序列，张启发教授和亚利桑那大学 Rod A.
Wing 教授为通讯作者，张建伟研究员、陈玲玲教授以及博士研究生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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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相关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校共发表 SCI 论文 4247 篇，其中
研究生第一作者的占 77.51%。IF5 以上论文 396 篇，研究生第一作者的
有 311 篇，占比 78.93%，研究生已成为学校科技产出的重要力量，预计
‚十三五‛期间，研究生的科研产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会有新的
提升。

招生工作
学校 2017 年推免及硕士报名工作完成
学校 2017 年研究生推免工作结束，推荐推免生 737 名，招收推免生
366 人，其中本校生源 283 人。为吸引获得推免资格的优秀毕业生报考
我校，学校从 2017 年开始实施‚优秀推免生奖励计划‛，对报到入学的
全部推免生，每人一次性奖励 4000 元，部分学院还配套实施金额不等的
奖励。
学校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工作结束，全国报考我校考生 5717 人，
比去年增加 891 人，增幅 18.5%。在我校考点参考人数 3227 人，比去年
增加 1469 人，增幅 83.5%，其中报考我校考生 1891 人，本校应届生报
考外单位 1336 人。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定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26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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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工作
19 门课程获得 2016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资助
在 2015 年课程建设立项的基础上，研究生院以专业学位案例类课程
和实验技术类课程为重点，开展了 2016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工作。经
个人申报，学院推荐，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细胞信号传导》等 19
门研究生课程获 2016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资助。
2016 年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类别

学

院

课程名称

负责人

1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细胞信号转导

王学路

2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植物保护案例分析

游红

3

食品科技学院

食品创新与产品设计

李斌

4

外国语学院

农业新闻翻译工作坊

郭海燕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财务管理

包晓岚

资源与环境学院

水土保持工程学

张晓明

7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信息系统

王清

8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院

饲料加工与检测技术

齐智利

9

理学院

抽样调查

李新建

10

文法学院

农村社会工作

张良

11

水产学院

水产学循环式微实验

李大鹏

12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院

免疫学实验技术

石德时

13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植物显微技术课程建设

陈春丽

14

理学院

纵向数据分析及 SAS 应用

徐艳玲

工学院

高等机械设计

王树才

16

信息学院

生物大数据挖掘方法与 R 实现

胡学海

17

园艺林学学院

R 语言与统计作图

孔秋生

18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统计学方法

杨勇

19

资源与环境学院

高级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谭启玲

5
6

15

专业学位
案例类

实验技术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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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目获 2016 年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资助
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院立足研究生教育的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向，启动 2016 年度研
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经个人申请、单位推荐、学校审核，
《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研究与实践》等 10 个项目获得 2016
年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资助。
2016 年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人

所在单位

招生选拔
机制改革

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研究与实践

曹胜波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院

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度研究

陈新忠

公共管理学院

课程质量评价激励机制研究与实践

嘉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院

研究生培养环节信息化的研究与实践

王会勤

工学院

研究生培养环节信息化建设

朱雪萍

文法学院

质量保障
及评价

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
育综合改
革
研究生
‚助教‛
工作

刘

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获得学术成果的绩效分析

周

迪

图书馆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价与提升策略

胡

瑞

公共管理学院

农业（渔业）专业学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大鹏

水产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张翠娥

文法学院

研究生助教实践与探索

沈振锋

公共管理学院

学位工作
学校组织召开学位授权点评估经验交流会
9 月 21 日下午，为进一步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学校组织
召开学位授权点评估经验交流会。会议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主任范金
凤主持，近两年参评的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参会。
本次会议主要总结已完成自我评估工作的十二个学位授权点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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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存在问题，并汇报针对自我评估中的不足问题及开展的后续建设
工作进展，为本年度开展自我评估工作的七个学位授权点提供学习经验
和参考；本年度开展自我评估工作的学位授权点还汇报了工作进展及执
行困难，以利于学校统筹安排和整体协调。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韩鹤友对各学位授权点负责人在自我评估工作
的优势整合、扬长补短等给予高度肯定。并对一下步评估工作进行强调。
他指出：一是要站在全校一盘棋的高度思考学院学位授权点定位。要形
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创新思路和建设方案；二是要注重评估材料的
客观性和科学性。要在‚抓质量、抓评估‛的基础上规划设计此项工作，
贯彻‚从实、从细、从严‛的评估原则；三是站在学科评估的角度，对
关键问题精准诊断。充分利用评估工作平台，邀请同行专家把脉，扩大
学术影响力，从长远发展提高学位授权点培养质量水平。
研究生院研讨加快推动评聘分离的导师动态管理
自去年 12 月学校第十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学位
办经过近一年的数据分析、调查研究，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完成了 2013-2015 年我校在
岗博士生导师近三年科研绩效统计及各兄弟院校导师评聘制度问卷调
查，形成了博士生导师科研绩效统计报告和各高校导师评聘制度对比情
况报告，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破除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终身制，逐步实行
导师岗位动态管理启动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年审制
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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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工作
研究生院（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研究生院党支部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引导广大
党员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擦亮党员底色、践行党员标准、争做合格党
员，研究生院党支部持续推进了‚两学一做‛主题学习教育活动，集中
进行党章党规学习，先后邀请孙骥部长、张献龙副校长作专题辅导报告，
并组织支部党员结合自身工作学习，开展‚一月一主题 一人一报告‛
学习分享活动。
研究生党支部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研工部以研究
生基层支部建设为抓手，下发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通知，开展支部立项结项及新立项评审，组织党员“两学一做”知识竞
赛、优秀学习心得评选，开办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各学院也以党
员理论大会、新老支书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共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研究生学术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开展
2016 年研究生学术年会拉开帷幕。11 月 1 日，我校 2016 年研究生
学术年会在图书馆二楼报告厅拉开帷幕。副校长张献龙教授出席大会并
致辞，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师生代表及来自武汉各高校的研究
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研究员黄三文作
为特邀专家作了题为 ‚A genomic roadmap to breed better vegetable‛
的学术报告。我校研究生学术年会自 2008 年举办以来，已成为一年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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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生学术交流盛会。年会将历时两个月，采取南湖学术论坛和学院
分会场相结合的方式，以研究生学术报告、专家报告和研究生‚学术希
望之星‛评选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旨在营造学术氛围，开阔学术视野，
催生创新成果。
“农作物害虫预防与治理”主题研究生科普展开展。11 月 10 日，我校
研究生院研工部主办、研究生信息中心承办了新一期以‚农作物害虫预
防与治理‛为主题的研究生科普展。本次科普展收到了来自各个院系不
同专业的投稿作品，经过评价和筛选，18 幅优秀作品以展板形式展出。
展出内容涵盖了病虫害防治的发展、观念以及不同方法和最新研究等。
活动新颖的形式、科普的视角、接地气的吸引了广大师生驻足观看。
109 名研究生获 2016 年“学术晚茶”立项资助。研究生‚学术晚茶‛
全年分 2 期进行评选，立项后给予研究生一定经费，支持其开展学术交
流和分享。2016 年全年共有 109 名来自各学院的研究生获批立项，立项
人还获颁立项通知书。为协同每期‚学术晚茶‛按时有序地开展，校研
究生科学技术协会成员对各‚学术晚茶‛立项开展情况进行了跟进，并
召开座谈会进行交流总结。活动对鼓励研究生积极开展学术创新、开展
学术交流、营造良好校园科研氛围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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