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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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科长期发展的传统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设置四个研究方向，即：园艺作物生理生态

与高效栽培、园艺作物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园艺作物重要性状的分子基础、设施与现代园艺。

围绕园艺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园艺产业的重要发展需求，以果树、蔬菜、花卉和茶等

园艺作物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和技术研发，培养高水平人才，支撑产业发展。 

国际园艺基础研究发展迅速、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产业链不断延长，国内园艺研

究多数跟跑，少数并行或领跑。本学科果树学研究由院士领衔，以主要落叶果树为研究对象，

以果树生理生态和高效优质安全栽培等为优势方向，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引领了我国落叶果树

科研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组建了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和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领衔的创新团

队，在高新技术育种、果实品质形成、调控与改良等方向形成了特色，部分成果国际领先，形

成了一定国际影响力。 

蔬菜学主要以北方蔬菜为研究对象，在生长发育的周期模式和环境调控等方面形成了优

势；设施园艺曾率先把无土栽培引入中国并研究推广，目前在设施作物穴盘育苗、温室覆盖材

料、设施果树栽培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特色，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影响。另外，北方茶树栽培和多

茶类开发等为本区域茶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北方特色观赏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与日本和韩

国合作密切，正在形成特色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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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怀瑞 1929.09 

园艺作物

生理生态

与高效栽

培 

教授 学士 院士 

成员 

姜远茂 1964.09 教授 博士 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彭福田 1969.02 教授 博士 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毛志泉 1963.02 教授 博士 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艾希珍 1964.08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张继祥 1961.09 教授 博士  

郑成淑 1965.01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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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 陈学森 1958.10 

园艺作物

种质资源

与遗传育

种 

教授 博士 国务院学科组专家 

成员 

徐  坤 1964.10 教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专家 

刘世琦 1959.11 教授 博士  

翟  衡 1957.11 教授 博士 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张丽霞 1965.09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沈  向 1966.10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杨克强 1965.11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郝玉金 1971.03 

园艺作物

重要性状

的分子基

础 

教授 博士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成员 

任仲海 1975.10 教授 博士 国家优青/泰山学者 

吴树敬 1978.09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韩月澎 1968.11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兼职） 

杨洪强 1965.12 教授 博士  

由春香 1969.05 教授 博士  

史庆华 1977.09 教授 博士  

带头人 高东升 1967.01 

设施与现

代园艺 

教授 博士 省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成员 

王秀峰 1957.10 教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专家 

魏  珉 1968.11 教授 博士 国家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程述汉 1959.08 教授 博士  

刘福胜 1964.09 教授 博士  

王庆国 1965.07 教授 博士  

李大鹏 1973.08 教授 博士  

米庆华 1958.05 研究员 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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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国家科技部 2007.10 

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科技部 2009.02 

农业部园艺作物生物学重点开放实验

室 国家农业部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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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黄淮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

质创制重点实验室 国家农业部 2011.07 

农业部黄淮海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

实验站 国家农业部 2011.07 

山东省中日设施园艺合作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1.05 

山东省中日韩菊花合作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2.07 

山东省高校果树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11.06 
果蔬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培

育） 山东省教育厅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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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核果类果树新品种选

育及配套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5 陈学森（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杏和李等核果类果

树种质资源挖掘、创制与利用 
2012 陈学森（第一） 

山东省技术发明二等奖：防草、抑菌、调温功

能性农用地膜的研制与应用 
2015 米庆华（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新型农用高光效涂

覆型消雾无滴膜研制与应用 
2012 米庆华（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生姜种质资源创制

利用与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2014 徐  坤（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蔬菜集约化高效育

苗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5 魏  珉（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日光温室黄瓜连作

土壤障碍机理及修复改良技术 
2011 魏  珉（第一）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设施桃休眠诱导机

制及无休眠栽培技术体系创建与推广 
2014 高东升（第一） 

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苹果优质丰产资源高

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3 姜远茂（第二）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苹果无融合生殖砧

木新品系选育 
2012 郝玉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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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 

基本目标：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引进、培育、整合并举，造就一支活跃在国际

园艺科学学术前沿、满足国家和我省园艺产业重大战略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

力突出的杰出人才队伍，强化建设由院士和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学术

团队。 

量化指标：高层次人才引进或培养方面，新增国家级或省级教学名师 1 人，新增

泰山学者等其他省部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2 人。同时，凝练研究方向、强化团队建设，

滚动建设教育部或山东省创新团队 1 个；每年选派 3-5 名（其中 2 名到国外）学术骨

干到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或学术机构研修，学习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开展高水平合作研

究，逐步实现青年教师均具有海外学习和研修经历的目标。学术气氛进一步活跃，主

办或承办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5 场左右。 

积极申报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

领域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和省部

级团队，力争新增 1 个创新团队。另外，以本学科师资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

力量，建立 2-3 个跨学科学术团队，旨在解决园艺产品采后加工、园艺机械与装备、

园艺产业信息化等方面的产业问题。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 

基本目标：按照“以创新强化优势和特色学科、以自强和帮扶提升弱势学科、以

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的整体思想，创建一流园艺学科；在基础上，以战略性、

全局性、延续性、前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心，以制约我国园艺产业发展的瓶颈为

题为切入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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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

加强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东果蔬优质高效生

产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和部省级创新平台。 

量化指标：  

完善现有省部级以上平台的建设，保证按时完成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和观测实验站

的建设任务，并顺利通过农业部验收；将山东果蔬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培育）

建成正式的创新中心；建设较为完善的科研创新平台运行管理机制，根据教学科研需

要，强化园艺试验中心建设，整合现有平台，购置先进仪器设备，建成“园艺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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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态”、“园艺作物遗传育种”、“园艺作物分子生物学”和“设施和现代园艺”4 个公共

创新平台，提高平台利用效率。同时，与国内外重要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建设创新平

台，建设 3-4 个合作中心或联合实验室，并围绕重大科学和产业问题，进行实质性合

作和协同创新。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基本目标：围绕学术前沿和国家战略目标，组织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实现理论创

新；以国家和区域园艺产业的创新发展为重大需求导向，围绕解决制约园艺产业发展

的关键瓶颈问题，为园艺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品种和新技术等，鼓励学院教师

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一线，推广新技术、新成果，提高生产效益，

促进农民增收，推动科研成果转变为先进生产力。 

量化指标：承担各类科研课题不低于 100 项（其中重大科研项目不少于 3 项），

总经费不低于 1.6 亿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不低于 10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0

篇以上，其中一级学报 300 篇以上，SCI 或 EI 论文 200 篇以上；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18 部（包括省部级以上精品教材或规划教材 1-2 部、研究生教材/案例不低于 5 部）；

审定园艺作物新品种/系 25 个，授权专利 25 项。选派科技副市（县、区）长及科技特

派员 10 人以上，与企业或地方政府合作新建校外教学科研基地 5 个，推广新技术、

新专利、新成果和新品种等 20 项（个）以上，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50 万亩，亩增社会

经济效益 10%以上。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基本目标：在本科生教育方面，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用一流的园艺学科

建设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促进本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建立学科专业、科研教学互

动的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把学科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培养学生学习和实践

创新能力，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吸引

优质生源，强化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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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国内外科研和教学交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造条件促进本科生、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国际交流和实践；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构建研教结合、产学互

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科学精神、创新

意识、创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不断提高我院人才

培养质量和教学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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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标：在本科生教育方面，稳定园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茶学 3 个本科

专业的规模（290 人左右），强化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园艺专业突出拔尖

创新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茶学专业突出应用型与复合型人才

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就业率维持在 95%以上，本科人才社会声誉良好；

加强 40 岁以下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每专业培养 2-3 名年轻骨干教师，教学能力

不断提高，教学督导与学生评价达到 95 分以上；提升园艺试验站的教学和实践功能；

增加教学实验基地 5-6 处，园艺素材 20 种以上，不断完善实践教学运行机制；获省部

级以上教学成果 1-2 项。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研究生招生规模维持在 100 人以上，完成 5 门以上专业骨干

课程建设。与 1-2 所海外大学或学术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人才培

养。 
2-2 协议建设目标 

我国是园艺大国，山东则是我国园艺科研和产业大省，本学科开展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成果辐射黄淮海乃至整个北方园艺产区，社会服务

空间巨大。学科培养的大量高水平人才已成为园艺科研和产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以协

同创新平台为支撑，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依托院士团队/工作站、国家/山

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在全国开展科技服务和定点扶贫工作，产生了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学科发展的特色鲜明，创新点突出，在此基础上，计划实现以下协议

建设目标。 

1、高层次人才或团队的引进或培养 

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高水平人才和团队是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千人计划、长

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泰山学者攀登计划等是公认的国家和省部级高层次人

才计划，力争引进或培养该层次的人才或团队 1-2 人（个）。 

2、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或培养 

青年千人、青年拔尖、国家优青、青年长江、青年托举和青年泰山学者等是国家

和省部级的青年人才支持工程，力争引进或培养该层次的优秀青年人才 2-3 人。 

3、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在园艺作物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等方面产出原创性学术成果，发表 SCI 影响

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16-17 篇（其中影响因子 10 左右的标志性论文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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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得国家级成果奖励 

在园艺作物新品种选育、提质增效关键技术或设施园艺等方面有重大进展，取得

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力争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1 项。 

5、园艺学科整体提升 

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前五名均为 985/211 部属大学（顺次为华中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学科排名第六（三

所学校并列，顺次为沈阳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本学科进入 8

强。与排名靠前者相比，本学科人才队伍相对较好，但学缘结构较差，同时，国际化

水平、高水平论文、学生的社会声誉等均有待提高。在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下，

建设期间将进一步强化优势，补齐限制学科发展的短板，园艺学科获得整体提升，力

争在国内外排名中的名次有提升。 
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根据学科长期发展的传统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设置四个研究方向。 

一是“园艺作物生理生态与高效栽培”，主要研究园艺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对环境

的生理应答及调控、水肥高效利用的生理生态机理和调控、根系生物学及其与土壤和

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土壤水肥耦合机制、抗性的生理生态机制等，在上述生理生态研

究的基础上，研发高产优质、省力高效、安全栽培的生产技术。 

二是“园艺作物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对重要园艺作物的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评价

和筛选利用；利用高通量测序等现代技术，构建重要园艺作物的遗传图谱和基因组数

据库，开发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整合传统杂交育种、现代生物技术和分子育种技术，

对重要经济性状进行遗传改良，选育优良品种。 

三是“园艺作物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园艺作物的经济器官大多鲜食，肉质

多汁，经济性状特色鲜明，并且栽培环境和措施对产量和品质影响巨大，对此开展应

用基础研究，解析园艺作物响应环境信号、调控经济性状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础，

是现代植物科学向传统园艺科学领域的拓展，是园艺作物遗传育种和高效栽培以及产

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源泉。 

四是“设施和现代园艺”，该方向是传统园艺研究领域的拓展，是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结果。其中，设施园艺集栽培、环境控制、温室工程等于一体，包括设施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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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环境智能精准调控、设施覆盖新材料研发、设施栽培和集约化育苗、现代农业

园区规划设计等；另外，现代园艺还拓展至产品采后加工、园艺机械和装备、信息化

和数字化等，这些拓展领域已成为园艺学科的生长点。 
2-3-2 团队建设成果 

1、强化已有的教育部和山东省创新团队建设，实现滚动支持的团队 1 个。 

2、积极申报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等

国家和省部级团队，力争新增 1 个创新团队。 

3、以本学科师资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力量，建立 2-3 个跨学科学术团队，

旨在解决园艺产品采后处理、园艺机械与装备、园艺产业信息化等方面的产业问题。 

2-3-3 平台建设成果 

1、完成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和观测站的建设任务，通过农业部验收。 

2、将山东果蔬优质高效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建成正式的创新中心。 

3、强化建设“园艺作物生理生态”、“园艺作物遗传育种”、“园艺作物分子生物学”

和“设施和现代园艺”4 个公共创新平台。 

4、与国内外重要科研单位或企业合作建设 3-4 个合作中心或联合实验室。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1、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泰山学者攀登计划等是公认的

国家和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力争引进或培养该层次的人才 1-2 人（个）。 

2、青年千人、青年拔尖、国家优青、青年长江、青年托举和青年泰山等是国家

和省部级的青年人才支持工程，力争引进或培养该层次的优秀青年人才 2-3 人。 

3、发表 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16-17 篇，其中影响因子 10 左右的标

志性论文 1-2 篇。 

4、力争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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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建设措施 

2016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在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相关文件的指导下，

依据学校《山东农业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和《山东农业大学人才引进

与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开展高层次和杰出青年人才引进、优秀青年师

资的招聘和培养、现有队伍提升、学科外人才聘用等工作，并围绕 4 个研

究方向组建创新团队，创造条件让优秀人才和团队脱颖而出，全面提升人

才队伍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2016 年度新增“泰山学者”等省部级人

才 1 名，1 个创新团队获滚动支持。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打破已有平台的条框限制，根据研究方向和

教学科研需要整合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园艺作物生理生态”、“园艺作物遗

传育种”、“园艺作物分子生物学”和“设施和现代园艺”4 个公共创新平台，

并制定管理和使用办法，提高仪器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科研和教学提供

支持。2016 年度制定平台整合和建设方案，全面启动实施，并完成农业外

观测站的验收工作，建立校外教学基地 2 个，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5 万亩。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围绕园艺作物生长发育、品质形成、环境应

答等重要科学问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产出原创性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

围绕品种改良和高效栽培等产业问题开展技术创新，并转化为有效的生产

力，为园艺科学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2016 年度获批科研经费 6000 万元，

发表论文 100 篇（其中 SCI/EI 收录 30 篇，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

论文 2 篇），出版学术专著或教材等 2 部，省部级奖励 2 项，新品种/系 4

个，授权专利 4 项，选派科技挂职或特派员 2 人。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建立“前期宽口径、厚基础、后期增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本科人才；重点提升研究生的创新研究意识

和研究能力等，主要措施包括：提高导师队伍水平、吸引优秀生源、严格

培养环节、国内外学术合作和交流等。2016 年培养本科生 290 人（就业率

不低于 95%），硕士生 95 人，博士生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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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通过自主培养和人才引进等途径，新增“泰

山学者”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 1 人；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力量，建立 2-3 个

跨学科学术团队，解决园艺产品采后处理、园艺机械与装备、园艺产业信

息化等方面的产业问题。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初步建成 4 个公共创新平台的大体框架，完

善平台功能，提高仪器的使用效率；初步完成园艺试验站基础设施和教研

设备的提升改造，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5 万亩。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获批经费 3000 万元，发表论文 110 篇（其

中 SCI/EI 收录 35 篇，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3 篇），出版学术

专著或教材等 2 部，省部级奖励 2 项，新品种/系 4 个，授权专利 4 项，选

派科技挂职或特派员 2 人。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本科生 290 人（就业率不低于 95%），

硕士生 95 人，博士生 19 人。 

2018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积极申报农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

团队、科技部创新人次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和省部级团队，力争新增 1

个创新团队。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继续完善 4 个公共平台和园艺试验站的建设，

建立校外教学基地 3 个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获批经费 2500 万元，发表论文 120 篇（其

中 SCI/EI 收录 40 篇，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4 篇），出版学术

专著或教材等 4 部，省部级奖励 2 项，新品种/系 5 个，授权专利 5 项，选

派科技挂职或特派员 2 人。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本科生 290 人（就业率不低于 95%），

硕士生 95 人，博士生 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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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积极申报青年千人、青年拔尖、国家优青、

青年长江、青年托举和青年泰山等青年人才支持工程，力争引进或培养该

层次的优秀青年人才 1 人。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继续完善 4 个公共平台和园艺试验站的建设，

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25 万亩。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获批经费 2500 万元，发表论文 130 篇（其

中 SCI/EI 收录 45 篇，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4 篇），出版学术

专著或教材等 5 部，省部级奖励 2 项，新品种/系 6 个，授权专利 6 项，选

派科技挂职或特派员 2 人。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本科生 290 人（就业率不低于 95%），

硕士生 95 人，博士生 19 人；新增国家或省级教学名师 1 人。 

2020 

1、建设高水平学术团队：积极申报青年千人、青年拔尖、国家优青、

青年长江、青年托举和青年泰山等青年人才支持工程，力争新增 1-2 人；

积极申报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泰山学者攀登计划

等国家和省部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力争新增 1-2 人。  

2、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完善 4 个公共平台和园艺试验站的建设，建

设生产示范基地 15 万亩。 

3、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获批经费 2000 万元，发表论文 140 篇，其

中 SCI/EI 收录 50 篇，SCI 影响因子大于 5 的高水平论文 2 篇（包括影响

因子 10 左右的标志性论文 1-2 篇），出版学术专著或教材等 5 部，省部级

奖励 2 项，新品种/系 6 个，授权专利 6 项，选派科技挂职或特派员 2 人。 

4、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本科生 290 人（就业率不低于 95%），

硕士生 95 人，博士生 19 人。 

5、总体完成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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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试验站、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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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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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80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450 

4、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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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小计 2600 

2017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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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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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80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420 

4、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80 

5、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100 

 — 12 — 



6、日常费用 200 

小计 2600 

2018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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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400 

4、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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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小计 2600 

2019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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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420 

4、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等方面的支出。 

80 

6、日常费用 200 

小计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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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学科建设所必须的实验室

等学科平台的建设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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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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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带头人培养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培训

等方面的支出。 

900 

3、科研活动费：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开展的科学

研究、成果出版发表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支出。 

400 

4、人才培养费：提升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创新研究

意识、研究能力等方面的支出。 

100 

5、学术交流费：举办、参加高层次国际性和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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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小计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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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