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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作物学学科研究方向：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种质创新与新品

种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 

国际、国内研究进展：作物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作物学学科是农业科学

的核心科学之一。应对全球气候、生态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实现作物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成为现代作物科学发展的目标， 高新技术在作物学科的研究与应用取得

突破性进展。与“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相适应的育种理论、育种技

术、突破性品种、关键栽培技术以及相关基础研究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国内

作物学学科在重要作物基因组测序、重要基因克隆和性状分子标记、种质创新和

新品种培育、作物关键栽培技术及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水

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杂种优势研究与应用总体处于国际领先。与国外优势学科

相比，国内在作物种质/基因资源挖掘广度和深度、规模化基因型精准鉴定、育种

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基础研究、重要性状形成机制解析、作物栽培基础研究等方面

还有一定差距。与同类学科相比，本学科在作物（小麦、玉米）生理生态与栽培

技术方向具有优势，在作物重要性状遗传解析、作物种质创新和育种、种子科学

与技术方面有特色。通过建设，力争突出优势和特色，并重点培育作物分子设计

育种、作物分子生理生态、数字农作等 3 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作物学学科的

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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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带头人 李传友 1969.03 

作物重要性

状遗传与发

育基础 

教授 博士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成员 

李平华 1974.1 教授 博士 国家青年千人 

储昭辉 1977.01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曾范昌 1979.08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陈  谦 1980.03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李  宁 1986.06 教授 博士   

赵久海 1981.04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孔令让 1963.04 

作物种质创

新与新品种

选育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成员 

付道林 1971.06 教授 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 

王洪刚 1955.08 教授 博士   

万勇善 1960.08 教授 学士 泰山学者种业计划专家 

刘保申 1966.02 教授 博士   

宋宪亮 1972.04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棉花体系岗位专家 

李斯深 1963.05 教授 博士 山东小麦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高庆荣 1955.1 教授 学士   

王建华 1963.07 教授 博士 山东中药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带头人 张春庆 1963.01 

种子科学与

技术 

教授 博士 山东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成员 

尹燕枰 1957.09 教授 硕士   

陈翠霞 1964.05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沈法富 1965.01 教授 博士 国家棉花体系试验站站长 

李安飞 1964.12 教授 硕士   

刘树兵 1970.03 教授 博士   

杨越超 1974.03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刘风珍 1966.11 教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专家 

带头人 于振文 1944.06 

作物生理生

态与耕作 

教授 硕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成员 

王振林 1959.08 教授 博士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专家 

董树亭 1953.06 教授 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 

贺明荣 1963.08 教授 博士   

王  东 1973.11 教授 博士 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张民 1958.07 教授 博士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孙学振 1964.02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棉花体系岗位专家 

张吉旺 1974.01 教授 博士 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 2 — 



 

 

史春余 1964.01 

 

教授 博士 山东薯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李向东 1969.03 教授 博士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苑进 1972.1 教授 博士   

柳平增 1968.1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宁堂原 1976.04 教授 博士   

刘  鹏 1974.12 教授 博士 山东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于金凤 1965.03 教授 博士 山东省小麦体系岗位专家 

吕钊钦 1962.6 教授 博士 山东省薯类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带头人 李向东 1963.03 

作物品质检

测与加工 

教授 博士 山东花生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成员 

田纪春 1954.01 教授 博士   

李兴峰 1976.1 教授 博士   

封德顺 1970.07 教授 博士   

侯汉学 1974.04 副教授 博士 德州市现代产业首席专家 

胥  倩 1980.12 教授 博士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校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部 2007.10 

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 2010.08 

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 2011.07 

农业部作物水分生理与抗旱种质改良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 2011.07 

山东省小麦遗传改良与栽培耕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 2015.03 

山东省高校作物生理生态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11.12 

小麦玉米国家工程实验室（济南） 国家发改委 2011.05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山东泰安分中心 农业部 2011.06 

黄淮海区域玉米技术创新中心 农业部 2004.08 

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泰安） 农业部 2004.06 

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财政部 2007.11 

山东省粮食加工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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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华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奖 2011 于振文（1）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黄淮东部小麦玉米两熟丰产高效技术

集成研究与应用 
2011 董树亭（1）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高产多抗广适小麦新品种山农 20 的

培育与应用 
2015 田继春（1）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花生品质生理生态与标准化优质栽培技

术体系 
2014 李向东（3）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滨海盐碱地棉花丰产栽培技术体系的创

建与应用 
2013 孙学振（5）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小麦种质资源重要育种性状的评价与

创新利用 
2014 李斯深（5）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滨海盐碱地棉花栽培技术体系的

建立与应用 
2012 孙学振（3） 

山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植物生产类专业学生能力培养新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2014 张春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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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一、作物学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思路 

根据国家科技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国内外作物学发展态势，以创建一

流学科、引领国内作物学学科的发展为建设目标，以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

创建国际化师资队伍为核心，以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优化条件设施为保障，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作物学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

新驱动需求，组织开展基础研究，产出一批原创性学术成果；加强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解决制约国家和山东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共性

科学与技术问题，产出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显著提升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依靠一流学科建设成果，促进专业建设改造升级，不

断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一批具有社会责任心并富有科学精神、创新

意识、创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为我省乃至全国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增效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与科技支

撑。 

二、作物学学科建设基本目标 

1．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培养、引进一流学科人才，创建高水平学术团队 

按照“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重大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

全产业链设计，凝练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种质创新与新品种

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作物品质检测与加工 5

个学科研究方向，按研究方向创建五支创新团队，强化产前、产中、产后协

同创新，解决支撑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生产的重大关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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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在国际上有

一定影响及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同时重视中青年学

术骨干的学术创新能力、学术带头能力及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能力的培养，实

现国际合作与学科交流的常态化；通过青年人才补充、引进和培养，进一步

优化学科队伍的职称、学历、学缘和年龄结构，形成一支老中青结合、结构

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2．整合资源、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 

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现有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土肥资源高效利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山东泰安分中心、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

与耕作综合性重点实验室、农业部作物水分生理与抗旱种质改良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山东小麦玉米周年高产高效生产协同创

新中心、山东省作物生理生态重点实验室、山东省粮食加工技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国家和省部级研究平台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运行机制和服务社

会的能力，着力提升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室在全国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学学科的引领作用。组建作物学科研实验中心，建成功能基因组学、

逆境生理生态、分子育种和资源高效利用 4个专业研究平台，搭建功能完善、

开放共享、自我良性发展的作物学综合研发平台，大力促进作物学与植物保

护、农业资源利用、机械工程、食品科学、信息科学等其它相关学科的深度

融合。提升南校区农学实验站装备水平，建成岱岳区农科教实验基地，建成

海南三亚南繁试验基地，完善服务功能，建成国内同类高校一流实验站园。

为开展农业领域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提供条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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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绕学术前沿，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加强创新研

究，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紧紧围绕国家、区域和山东作物生产方面的重大问题和需求，始终瞄准

学科前沿，科学协调应用与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力量，在坚持应用研究优良传

统的同时，深入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协同创新，积极进行科技成果的转

化与推广。力争在作物种质创新、作物育种、作物栽培与耕作、作物种子生

产的理论与技术等领域继续保持优势，努力拓展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作物分

子生理生态、数字农作等新的学科增长点。可望在 2-3 个研究方向取得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在部分研究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提高作

物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4．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建立学科专业、科研教学互动机制，把学科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个性化培养。强化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着

力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在稳定本科生规模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研究生

和博士后规模。建立校外培养基地 3-5 个，拓宽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渠道，

每年选派优秀研究生或者博士后赴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使具有国际联

合培养或国际学术交流经历的研究生比例逐年升高。同时，吸收国外本科生、

研究生来山东农业大学学习交流，提高国际学术交流氛围，实现国际学术交

流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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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协议建设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建设作物学一流学科为目标，以高水平师资队

伍和团队建设为核心，以突出学科特色建设为重点，以机制创新和学术创新

为动力，以条件建设为保障，把握作物学科发展的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加

强学科交叉，全面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各项职能科学、可

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山东农业大学作物学学科以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甘薯、

番茄等主要农作物为研究对象，以解决我国黄淮海生态区作物生产发展中的

关键理论与技术问题为宗旨，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

形成了服务区域作物生产、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重的学科特色，为我国粮

食安全、农民持续增收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具体量化指标： 

1.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1 人，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2 人，泰山学者或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5-8 人。 

2.经过五年建设，使作物学一级学科在国际或者国内同类院校中排名有

所提升，整体水平位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或者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位居

前 15%。 

3.瞄准国际作物学学科前沿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注重培育学科

新生长点，重点培育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作物分子生理生态、数字农作等 3

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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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作物学学科经多年发展，形成了多个在国内外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的研

究方向。“十三五”期间，本学科将围绕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结合国际同类学

科发展趋势，根据本学科总体建设目标和已有基础，力争在作物生理生态与

栽培耕作技术、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

种子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继续保持优势，确保该学科在国内领先地位。同时，

瞄准世界作物学学科前沿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努力拓展新的学科增

长点，重点培育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作物分子生理生态、数字农作等 3个新

的学科生长点，实现作物遗传育种、栽培耕作、种子科学等传统理论和技术

与生物信息技术等的有机结合，不断拓宽和丰富作物学学科的研究领域。 

1.1 凝练的 5个研究方向：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种质创

新与新品种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作物品质检

测与加工； 

1.2 预期拓展的 3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作物分子

生理生态、数字农作。 

 

2-3-2 团队建设成果 

“十三五”期间，进一步聚焦小麦、玉米、花生、棉花、薯类、番茄等

主要农作物丰产提质增效和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重大任务，紧密围绕研究领

域特色与需求，将进一步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团结协作、

富于创新的高水平学术队伍。按照“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重大技

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全链条产业化设计，创建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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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作物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

耕作、作物品质检测与加工等五支创新团队，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解决

支撑作物生产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借助国家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千人计划”、“国家青年

千人计划”、山东省“泰山学者”、学校“师资博士后”计划等措施，进一

步加大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努力营造有利于团

队建设和合作的学术氛围，不断增强学科的原始创新能力，保持和提升作物

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把作物学学科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科，成

为国内外作物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具体量化指标： 

1.1 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 1-2 人、泰山学者或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5-8 人、作物学学科固定

人员达到 120 人； 

1.2 按照作物全产业链，分别组建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

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作物

品质检测与加工等五支创新团队； 

1.3 引进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人员3-5人，每年选派3-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开展为期不少于 1年的研修活

动，到“十三五”末，作物学学科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0%； 

1.4 经过五年建设，使作物学一级学科在国际或者国内同类院校中排名

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位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或者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位

居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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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在前期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为先导，实现资

源的优化整合，提升教学科研条件建设水平，建成装备先进、管理完善、运

转高效、开放共享的高水平创新平台，为开展农业领域战略性、全局性、前

瞻性的重大研究，提高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决策的

能力提供条件支撑。 

1.完成现有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综

合性重点实验室、农业部作物水分生理与抗旱种质改良重点实验室 2个农业

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任务，提升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学科引领作用； 

2.整合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术 3个二级

学科现有平台实验室仪器、设备和人才资源，建成作物学一级学科科研技术

平台——作物学科研实验中心。 

3.建成山东农业大学海南三亚作物南繁试验基地，面积 60 亩；建成泰安

市岱岳区“农科教实验基地”，面积 800 亩。 

4.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新建“中外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联合研究中心（基

地）”1-2 处，形成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常态。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育种技术，培育重大新品种，创新耕作栽培理论与

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破解我国农作物丰产增收协同难题，有效解决作

物生产中诸多资源与环境压力和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与质量的竞争压力，推动

农业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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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的根本途径。本学科聚焦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番茄、薯

类等主要农作物及主要经济作物丰产提质增效和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的重大任

务，注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品种和技术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扩大作物学

学科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作物学学科经过五年建设拟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取得如下标志性成果： 

1.“十三五”期间发表 SCI 论文 300 篇以上，其中 SCI 影响因子在 5左

右论文 10-15 篇，SCI 影响因子在 10左右论文 5-7 篇；出版教材或者专著 3-5

部；申请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30项以上。 

2.审定（认定、登记）国家或省级植物新品种 15个，研制关键栽培技术

4-5 项，农业部和省主推技术 2-3 项。 

3.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积极服务三农。“小麦宽幅精播”、“测墒补

灌”等栽培技术推广面积 3000 万亩/年以上，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主导品种

推广面积 1000 万亩/年以上，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主导品种推广面积占山东

省播种面积的 1/3 以上。 

4.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1-2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3-4 项。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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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份 建设措施 

2016 

① 学校成立作物学一流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并落实学科建

设责任制，做好学科建设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实施细则。 

② 梳理作物学学科人才队伍及学术团队现状，确定各团队及不

同研究方向人才建设目标和规划，结合《山东农业大学人才

引进与管理办法》（山农大校[2016]110）等相关政策，制定

作物学学科人才引进和培养的计划和管理办法。 

③完成 5年一度的“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验收，以

及 2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④ 遴选出有培养潜力的学术骨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加大支持

和扶持力度；同时，鼓励青年教师积极申报国家杰青、国家

优青、青年千人等，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争创国内同类

高校一流学科。 

⑤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SCI

论文 50 篇以上，SCI 影响因子在 5左右论文 1-2 篇；申请或

获得国内外专利 6项；审定作物新品种 2-3 个。 

⑥ 建设泰安市岱岳区教学科研基地，部分投入使用，筹建海南

三亚南繁试验基地。建立校外研究生实践基地 1-2 处。 

⑦ 培养本科生 330 人左右，毕业生一次性平均就业率 98%以上，

考研率 50%左右；培养博士生 18人以上，硕士生 100 人以上，

博士后 1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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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① 分别组建作物重要性状遗传与发育基础、作物种质创新与新

品种培育、作物种子科学与技术、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作

物品质检测与加工等五支高水平学术团队。 

② 着力引进或培养院士候选人 1 人，为有潜力冲击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或优秀青年长江学者人选配备团队和助手，保证其博士生招

生名额，优先提供必要的科研支持。同时，引进作物学学科

建设需要的优秀博士 5-7 人，充实研究队伍。 

③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3-5 名学术骨干赴国外高水平大学

研读进修，筹建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④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SCI

论文 50 篇以上，SCI 影响因子在 5左右论文 1-2 篇；申请或

获得国内外专利 6项以上；审定作物新品种 3-4 个。 

⑤ 建成一批适合主要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的现代化温室和人

工气候室，基本建成泰安市岱岳区教学科研基地并投入使用，

开始建设海南三亚南繁试验基地。 

⑥ 培养本科生 330 人左右，毕业生一次性平均就业率 98%以上，

考研率 50%左右；培养博士生 18人以上，硕士生 100 人以上，

博士后 15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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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① 在组建上述五支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需

要，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组建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 

② 支持并鼓励院士候选人领衔的学术团队培育国家级科技成

果，拟申请并获得山东省科技成果。 

③ 力争实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优秀青年长江学者零突破，引进或培

养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1-2 人。同时，引进作物学学科建设需

要的优秀博士 6-8 人，充实各研究团队。 

④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3-5 名学术骨干赴国外高水平大学

研读进修，并开始建设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⑤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SCI

论文 50 篇以上，SCI 影响因子在 5左右论文 2-3 篇；申请或

获得国内外专利 6 项以上；审定作物新品种 3-4 个，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 2-3 项。 

⑥ 建成泰安市岱岳区教学科研基地，完成海南三亚南繁试验基

地基本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 

⑦ 培养本科生 330 人左右，毕业生一次性平均就业率 98%以上，

考研率 50%左右；培养博士生 20人以上，硕士生 120 人左右，

博士后 15人左右。 

⑧ 新建本科生“产、学、研”校外联合培养基地 1-2 处，校企、

校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1-2 处，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

1-2 门； 

⑨ 学科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三年来学科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价，

开展中期总结工作，对下一步学科建设工作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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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① 通过上述五支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建设及运转，初步提升作物

学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团队整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

分研究方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新组建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

显示出活力。 

② 院士候选人学术团队申报国家科技奖。 

③ 培养或引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优秀青年长江学者 1-2 人，泰山学

者特聘教授 2-3 人。同时，引进作物学学科建设需要的优秀

博士 8-10 人，充实各学术团队研究队伍。 

④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5-7 名学术骨干赴国外高水平大学

研读进修，建设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1-2 个。 

⑤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SCI

论文 60 篇以上，SCI 影响因子在 5左右论文 2-3 篇，10 左右

论文 1-2 篇；申请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6 项以上；审定作物新

品种 4-5 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2-3 项。 

⑥ 建成泰安市岱岳区教学科研基地 1处（800 亩），海南三亚 60

亩南繁试验基地建设全面完成。 

⑦ 培养本科生 330 人左右，毕业生一次性平均就业率 98%以上，

考研率 50%左右；培养博士生 18人以上，硕士生 120 人左右，

博士后 15人左右。 

⑧ 新建本科生“产、学、研”校外联合培养基地 2 处，校企、

校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1-2 处，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

1-2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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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① 培养院士候选人 1 人，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或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优秀青年长江学者 1

人，泰山学者或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2-3 人，作物学学科固定

人员达到 120 人。 

② 引进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人员 2-3 人，选派

5-6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开展为期不

少于 1 年的研修活动，作物学学科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教师

占教师总数的 70%以上，实现国际合作交流的常态化。 

③ 作物学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排名稳定在 ESI 前 1%或教育部

学科评估排名位居前 15%。 

④ 组建作物学科研实验中心 1个、岱岳区“农科教实验基地”1

处（800 亩），创建“中美联合研究中心”1-2 个。 

⑤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SCI

论文 60 篇以上，SCI 影响因子在 5左右论文 2-3 篇，10 左右

论文 1-2 篇；申请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6 项以上；审定作物新

品种 4-5 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2-3 项。 

⑥ 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得到有效加强，“小麦宽幅精播”、“测墒

补灌”等栽培技术累计推广面积 2 亿亩以上，农作物品种累

计推广面积 5000 万亩/年以上，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主导品

种推广面积占山东省播种面积的 1/3 以上。 

⑦ 培养本科生 330 人左右，毕业生一次性平均就业率 98%以上，

考研率 50%以上；培养博士生 30人以上，硕士生 120 人以上，

博士后 15人以上。 

⑧ 新建本科生“产、学、研”校外联合培养基地 1-2 处，校企、

校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处，建成省级和校级优质课程1门。 

⑨ 总结“十三五”期间作物学学科建设工作，科学合理评价学

科建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作物学学科下

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指导性建议。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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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6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用于学科所属实验室、试

验站、实验实践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

维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700（其中学校自筹

100 万元） 

2.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95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支出。 

7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特别

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培养

等方面的支出。 

50 

5.学术交流合作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

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

支出。 

50 

6.日常费用 150 

2017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用于学科所属实验室、试

验站、实验实践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

维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800（其中学校自筹

100 万元） 

2.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95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支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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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特别

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培养

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合作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

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

支出。 

100 

6.日常费用 150 

2018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用于学科所属实验室、试

验站、实验实践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

维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750（其中学校自筹

100 万元） 

2.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100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支出。 

5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特别

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培养

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合作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

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

支出。 

100 

6.日常费用 150 

2019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用于学科所属实验室、试

验站、实验实践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

维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700（其中学校自筹

100 万元） 

2.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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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支出。 

55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特别

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培养

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合作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

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

支出。 

100 

6.日常费用 150 

202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用于学科所属实验室、试

验站、实验实践基地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和运转

维修、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

息化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 

700（其中学校自筹

100 万元） 

2.学科梯队建设费：国内外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

才引进、学术带头人培养及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105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支出。 

500 

4.人才培养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学生特别

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国际化培养

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合作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和全国

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

支出。 

100 

6.日常费用 15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和其他渠道的经

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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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是开展我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监督检查管

理、考核评估验收的重要依据。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

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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