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览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召开一流本科教育推进会

 3项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揽得3金1银

 召开第四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表彰4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3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万建民团队重要成果在Science发表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被列入教育部“十四五”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项目

 高层次人才建设取得新突破

 大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再次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案例

 5位校友获“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称号

 2018GCHERA世界农业奖揭晓并颁奖

 南京农业大学新校区正式奠基

 首次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400位



明确目标导向

坚持“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南农品质”

人才培养理念

优化课程体系

控制课程规模，强化课程思政、专业思政

加强通识教育

构建农科特色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

强化校企协同

以创新创业教育带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本研衔接、寓教于研

推进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

提升信息技术水平

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健全保障评价机制

构建闭环式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全方位拓展国际视野

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2018年12月29日，我校召开一流本科教育推进会。本次会议是改革

开放以来全校规模最大的一次本科教育会议，1300余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大会指出，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着力培养有

“大为、大德、大爱”的接力者，提出了做好一流本科教育的具体要求，吹

响了加快推进一流本科教育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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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召开一流本科教育推进会

大会表彰第二届“钟山教学名师”
获得者鲁植雄教授和洪德林教授

大会为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价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揭牌

会议主要精神在《新华日报》上整版刊登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获奖类别

“本研衔接、寓教于研”培养作物科学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董维春 二等奖

以三大能力为核心的农业经济管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朱 晶 二等奖

基于差异化发展的农科类本科人才分类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王 恬 二等奖

教育教学成果丰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通过英国图书信息专业协会（CILIP）国际认证，

成为我校首个、我国高校第2个通过CILIP认证的专业

 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项

 22门课程获国家、江苏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12部教材入选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3项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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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校以第一完成单位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获奖

数量为2000年以来最多，集中体现了我校近年来在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

养方面的特色与成效。



在国内外各类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三次蝉联“国际基因工程机械设计

大赛”（IGEM）全球金奖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揽得3金1银

2018年校情要览

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2018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中，我校参赛团队获3项金奖、1项银奖，取得历史最好成绩，金奖总数并

列全国高校第8。

作品名称 推报单位 获奖类别

南京喃小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农办、农学院 金奖

南京膜豆奇缘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院 金奖

南京渔管家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经管院 金奖

南京养禽管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动医院 银奖

获得“2018第一届亚洲传统武术

锦标赛”一金一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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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四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
表彰4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2018年是我校恢复研究生教育40周年。为呼应国家战略部署，顺应教育发

展潮流，符合时代进步要求，4月27日，我校召开第四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

省教育厅、省农科院、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

志社及兄弟高校领导和学校教职员工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荣获2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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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表彰了首批4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今后每年将有2

位我校博士学位获得者获此表彰。

获奖者姓名 工作单位与职务 所获学位与时间

朱德峰 中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农学博士，2000年12月

秦跟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农学博士，2001年7月

宋宝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 理学博士，2003年12月

邹学校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 农学博士，2005年6月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获奖类别

“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南农品质”三位一体的农科博士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

侯喜林 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奖

科教协同：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研究与实践 董维春 研究生教育成果二等奖



3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2018年，我校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技奖励3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奖单年获奖量创历史新高。以第

一完成单位获省部级奖励10余项。

陈发棣教授团队“菊花优异
种质创制与新品种培育”获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周明国教授团队“杀菌剂氰烯菌
酯新靶标的发现及其产业化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绍铃教授团队“梨优质早、中
熟新品种选育与高效育种技术创
新”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果名称 第一完成人 获奖类别

低温肉制品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周光宏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利用秸秆和废弃动物蛋白制造木霉固体菌种及木霉全元生物有机肥 沈其荣 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

卵泡闭锁与卵母细胞成熟的分子调控机制 刘红林 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猪圆环病毒病免疫防控关键技术的创建与应用 姜 平 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荣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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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论文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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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9论文数

万建民团队重要成果在Science发表

万建民院士团队创造性地运用自私基因模型揭示了水稻的杂种不育现象。

2018年6月8日，国际顶级学术杂志《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这一突破性成

果。

2018年度，我校到位科研经费9.25亿元，其中纵向经费7.69亿元、横向经

费1.56亿元。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项、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192项。发表SCI论文1773篇、SSCI论文40篇。获授权专利、品种权、

软件著作权300余件。

到位科研总经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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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部（省）级科研平台获批建设

2个部（省）级科研平台评估获优秀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被列入教育部
“十四五”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项目

 教育部首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现代作物生产协同创新中心

 资源节约型肥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低碳农业与气体减排重点实验室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被列入教育部“十四

五”高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项目，并获

部省共建。

 教育部批复建设作物表型组学研发中心大楼。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预研筹建项目——

作物表型组学研究科学中心入选江苏省创新

能力建设计划，同时被列入2018年南京市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计划。

 共建中英、中法、中德三个植物表型组学联

合研究中心。

 与Science合作创办英文期刊Plant

Phenomics（《植物表型组学》）。

该期刊是Science在亚太地区合作出

版的第二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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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建设取得新突破

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制定教师教学、科研、公共和推广服务等工作量核算办法。

 在园艺学院、理学院开展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全年引进国家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22人，引进6名外国专家

和3个外国科研团队。

 沈其荣教授获得“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

 周光宏教授当选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和美国食品工程院院士。

 入选科技部领军人才、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等各类人才项目38人次。

引进国家特聘专家
Luis Rafael教授

引进“江苏外专百人”奥地利籍
Irina Druzhinina教授

引进日本籍
二宫正士教授团队

引进法国籍
Frédéric Baret教授

08 / 2018年校情要览



大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庆祝第34个教师节盛典开设师德大讲堂

新教师入职宣誓仪式教书育人楷模颁奖仪式

开设“师德大讲堂”，举行庆祝第34个教师节盛典，表彰“最美教

师”“教书育人楷模”“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等，通过强化师德

规范、师德教育、师德宣传、师德监督、师德激励，全方位打造师德高尚

的新时代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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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日，产业扶贫项目《 “用金牌、助招牌、创品牌”，铸就

精准脱贫持久内生动力》入选教育部第三届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

型案例。这是我校连续第2届入选。

“金牌造品牌”产业扶贫模式示意图

 2018年10月17日，我校应邀在2018年教育扶贫论坛上作典型发言。

该项目被推荐为教育部2018年“奋进之笔攻坚篇”两个优秀高校案例之一。

再次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案例

新时代的“科技大篷车”

——“双线共推”服务模式

线下建联盟

建立25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产业联盟，

联盟成员2200余人。

线上做服务

百余名专家提供咨询，

现有用户5000余个，

推送信息10000余条。

不断优化“两地一站一体”链式农技推广模式和“双线共推”服务模式，

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科研试验基地

区域示范推广基地

基层农技推广站点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两地一站一体”链式农技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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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农业英才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并组织实施，面向全国农业科技工作者

的奖项。该奖项主要用于表彰奖励在农业科技进步、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2018年12月12日，农业农村部授予包括我

校沈其荣教授在内的10人“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称号，获奖者中有5人为

我校校友。

5位校友获“第六届中华农业英才奖”称号

获奖校友 张孟臣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1998年获我校硕士学位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为

我校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沈其荣教授颁奖

获奖校友 张海洋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993年获我校博士学位

获奖校友 周雪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3年获我校博士学位

获奖校友 李培武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986年获我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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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GCHERA世界农业奖揭晓并颁奖

2018年10月28日，2018GCHERA世界农业奖颁奖典礼在我校举行。来

自西非加纳共和国加纳大学的埃里克·丹夸教授和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拉坦·莱尔教授共同获奖。发展中国家科学家首次获奖，充分体现了世界农业

奖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

获奖者 Rattan Lal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壤科学杰出教授

碳管理与封存中心主任，冰岛大学兼职教授

获奖者 Eric Yirenkyi Danquah

加纳大学基础与应用科学学院植物遗传学教授

西非作物改良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农业科教合作论坛 农业对外合作人才培养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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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京江北新区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暨共建南农大新校区协议

南京农业大学新校区正式奠基

2018年9月8日，南京农业大学新校区在南京江北新区正式奠基。学校

与江北新区签订共建新校区协议，新校区总体规划获南京市政府批准，一期

建设用地取得土地预审批复，单体建设获得教育部立项。

与江北新区、南京城建集团共同签署

南京农业大学新校区代建框架协议

新校区总体规划获南京市政府批准 新校区单体建设获得教育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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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ews 全球最佳

农业科学大学排名：

2018年 9  名

2017年 9  名

2016年 13 名

2015年 23 名

2014年 36 名

首次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ARWU）世界前

400位。

首次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400位

14 / 2018年校情要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