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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指委 2015 年工作会议在贵州大学举行
2015 年 3 月 27-28 日，由贵州大学商学院承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2015 年工作会议在贵州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核心课程建
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北京农学院、
海南大学、贵州大学等单位的教指委委员和特邀代表 40 多人，围绕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本科核心课程建设和 2015 年本教指委的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贵州大学工作会议会场
会议开幕式由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教授主持。贵州大
学副校长向淑文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介绍了贵州大学的建校历史、发展特色及已取得的教学

成就，感谢各位专家委员长期以来对贵州大学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所给予的关心、帮助
与支持，并预祝本次会议取得成功。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陶玉顺教授介绍了管理学院农林经
济管理学科发展概况和教学科研成绩，并希望委员们继续关心贵州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建设。

主任委员唐忠教授主持开幕式
贵州大学副校长向淑文教授致欢迎词
上午的“专业与核心课程建设交流会”分别由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崇光
教授和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郑文堂教授主持，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学
协作委员会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朱朝枝教授和全国农业企业管理学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一平教授，分别与大家分享了通过建立全国协作网或教学研究会等平台机制促
进专业和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体会;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王秀清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社科处处长周
应恒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温亚利教授、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曹玉
坤教授、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平瑛教授、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教授等，则分别就我国
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与选用、学生素质养成和技能
训练、林业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分目标培养模式、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的设计逻辑、农业经济管理热带特色核心课程建设等问题做了重点交流发言。

全体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下午的教指委工作会议由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教授主
持。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曾寅初教授代表秘书处就教指委 2015 年工
作设想做了介绍说明，与会代表就教指委 2015 年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商议。会议决定将“核心
课程建设”作为教指委 2015 年的核心工作，将 2015 年作为教指委工作的“核心课程”年，同意教
指委秘书处提出的由相关高校、学院牵头通过召开主要由任课教师参加的“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座
谈会，来启动“核心课程建设”调研工作和探讨组建全国性“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协作机制的工作
方式;会议决定在召开“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座谈会的基础上，由牵头单位负责完成相关“核心课
程建设”的调研报告，将“核心课程建设”调研工作纳入教指委本年度的“全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
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项目”
，同意教指委秘书处提出的调研报告的内容要求和时间安排;会议决
定通过启动召开“核心课程建设”交流会的形式，根据与会任课教师的意愿探索建立相对稳定的协
作平台机制，同意将这一机制定名为“(核心课程名称)教研工作组”，并原则通过了教指委秘书处
起草的“教指委核心课程教研工作组工作机制”，同意建立由教指委委员担任各核心课程教研工作
组联系委员的制度;会议责成教指委秘书处在会后尽快将本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下发给各有关高校、
学院，启动各有关高校、学院作为牵头单位的自主申报工作;会议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学院作为牵
头单位自主申报的基础上，由主任委员召集召开一次教指委主任委员工作会议，来具体协调确定本
年度“核心课程交流与调研”的具体课程名称、牵头单位和时间安排;会议还商议确定了教指委 2015
年度会议安排，2015 年“全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教学教改与质量建设工程”的项目与成果
申报以及评审的工作安排，以及教指委网站建设等其他工作事项。
本次会议由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特别是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洪名勇教
授、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陶玉顺教授、副院长宋山梅教授等同志对会议组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贵州
大学校长郑强教授在会后特意看望了与会的教指委委员和特邀代表。

教指委下发 2015 年贵阳工作会议纪要
2015 年 3 月 31 日，高校农经教指委向各位委员、各相关高校教务处、各相关院系下发了“高
校农经教指委 2015 年贵阳工作会议纪要”
，全文如下：
2015 年 3 月 28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2015 年工作会议在贵阳市贵州大学北校区 1 号会议室召开。除罗必良副主任委员、赵帮宏委员、
陈昭玖委员、吕杰委员、娄源功委员、刘维忠委员、窦学诚委员、李玉萍委员因事请假，吴国春副
主任委员、宋维明副主任委员、郭庆海委员、蒋乃华委员、杨印生委员、温作民委员、关付新委员、
罗明灿委员、王钊委员分别委派代表曹玉昆、温亚利、刘帅、徐金海、潘鸿、杨加猛等参会外，其
余成员全部亲自参加了本次会议。全国高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教学协作委员会主任、福建农林大学
的朱朝枝教授，北京农学院经管学院院长李华教授，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乔光华教授，
以及会议承办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陶玉顺教授、副院长宋山梅教授等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了本次会议。
本次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核心课程建设”
。会议开幕式由教指委主任委员唐忠教授主持，贵州
大学副校长向淑文教授和贵州大学管理学院书记陶玉顺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上午的“专业与
核心课程建设交流会”分别由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李崇光教授和郑文堂教授主持，全国高校农村区域
发展专业教学协作委员会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朱朝枝教授，教指委委员、全国农业企业管理学教学
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一平教授，分别与大家分享了通过建立全国协作网
或教学研究会等平台机制促进专业和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体会；王秀清副主任委员、周应恒副主任委
员、宋维明副主任委员的代表温亚利教授、吴国春副主任委员的代表曹玉昆教授、平瑛委员、傅国
华委员等，则分别就我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与选
用、学生素质养成和技能训练、林业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分目标培养模式、渔
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设计逻辑、农业经济管理热带特色核心课程建设等问题做了重点交流发

言。下午的教指委工作会议由主任委员唐忠教授主持，教指委秘书长曾寅初教授代表秘书处就教指
委 2015 年工作设想做了介绍说明，与会代表就教指委 2015 年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商议。
1、与会代表在“专业与课程建设交流会”上的发言表明，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专业教学协作委
员会或者教学研究会等形式，可以有效促进专业和课程建设，推动专业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有利于本科教学效果的提高；各高校在专业、特别是核心课程建设上有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经
验。因此，会议决定将“核心课程建设”作为教指委 2015 年的核心工作，即将 2015 年作为教指委
工作的“核心课程”年。
2、会议同意教指委 2 月 10 号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的商议结果，决定将 2015 年“核心课程建设”
核心工作的重点放在交流调研和推进机制建设上，即同意秘书处提出的由相关高校、学院牵头通过
召开主要由任课教师参加的“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座谈会，来启动“核心课程建设”调研工作和探
讨组建全国性“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协作机制的工作方式。
3、会议决定在召开“核心课程建设”交流座谈会的基础上，由牵头单位负责完成相关“核心
课程建设”的调研报告，将“核心课程建设”调研工作纳入教指委本年度的“全国高校农业经济管
理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项目”
。会议原则上同意教指委秘书处提出的调研报告的内容要求和时
间安排。
4、会议决定通过启动召开“核心课程建设”交流会的形式，根据与会任课教师的意愿，探索
建立相对稳定的协作平台机制，同意将这一机制定名为“（核心课程名称）教研工作组”
，并原则通
过了教指委秘书处起草的“教指委核心课程教研工作组工作机制”
，同意建立由教指委成员担任各
核心课程教研工作组联系委员的制度。
5、会议责成教指委秘书处在会后尽快将本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下发给各有关高校、学院，启动
各有关高校、学院作为牵头单位的自主申报工作；会议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学院作为牵头单位自主
申报的基础上，由主任委员召集召开一次教指委主任委员办工会议，来具体协调确定本年度“核心
课程交流与调研”的具体课程名称、牵头单位和时间安排。
6、会议商议确定了教指委 2015 年度会议安排。在本次工作会议后，教指委将继续利用召开“农
林经济管理学科院长（系主任）联谊会”的机会，与学科评议组共同召开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按照惯例仍然邀请各相关高校的院长（系主任）参加，教指委将在此次会议上完成“2015 年度全
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教学改革和质量建设项目和成果”的评审工作。教指委主任办公会议将根据
情况需要，每年召开 2-3 次。下一次教指委主任委员办公会议争取在 4 月下旬召开，谈论商议本年
度“核心课程交流与调研”的具体课程名称、牵头单位和时间安排。会议还初步决定，2016 年本
教指委单独召开的全体委员工作会议暂定在 1 月下旬召开。
7、会议决定 2015 年继续开展“全国高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教学改革和质量建设项目和成果”的
申报工作。除了以上第 3 条所述的将核心课程调研交流作为特设项目之外，其他要求与 2014 年相
同，但是申报的启动时间将提前到 5 月份，并争取在通常于暑假期间与学科评议组和院长（系主任）
联谊会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评审并公布结果。
8、会议根据教指委 2 月 10 日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的决定，向与代表印发了《全国高校农业经济
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方案汇编》材料。会议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建立了“农经教指委”微信群。
会议要求秘书处加强教指委的网站建设。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5 年 3 月 31 日

教指委启动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牵头单位申报工作
2015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秘书处根据教指委 2015 年贵阳工作会议达成的共识，向各相关高校的学院（系）发布通知，启动
了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牵头单位的申报工作。
通知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开设有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有关学院（系），或者已经存在的某
专业或课程的教学协作委员会或者教学研究会等组织，积极申报作为牵头单位做好 2015 年度核心
课程的交流调研工作，各牵头单位在申报时应明确交流调研的对象核心课程，交流座谈会的召开时
间和方案，调研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等内容，并填写申报表，于 4 月 20 日之前，将申报表 Word
格式电子版文件和签字盖章后的电子扫描文件，同时以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返回本教指委秘书处。
根据教指委秘书处统计，全国共有 20 个高校的有关学院（系）和 1 个教学研究会提交了申报
表，涉及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共 25 门。

教指委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
2015 年 5 月 9 日上午，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
指委”
）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915 会议室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主任委员唐
忠教授、副主任委员王秀清教授和卫龙宝教授、秘书长曾寅初教授参会，副主任委员宋维明教授、
郑文堂教授、李崇光教授、周应恒教授和罗必良教授分别委派代表陈建成教授、李华教授与陈饶教
授、张俊彪教授、耿献辉副教授、文晓巍教授参会，副主任委员吴国春教授缺席会议。会议由主任
委员唐忠教授主持，秘书长曾寅初教授介绍了本年度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牵头单位的申报情况，会议
根据 3 月贵阳工作会议的决定，主要商议确定了本年度核心课程调研交流的课程名称、牵头单位和
工作要求等有关事项。

第二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
1、会议对积极参与本次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牵头单位申报的全国高校各有关院（系）和研究会
表示衷心感谢。自秘书处发出申报通知至本次会议召开为止，全国共有 20 个高校的有关学院（系）
和 1 个教学研究会提交了申报表，涉及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共 25 门。会议认为全国

高校有关单位的积极申报既表明了大家对核心课程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对教指委本年度
核心工作的积极支持。
2、会议本着既维护各申报单位工作积极性又兼顾任课教师参与便利性、既考虑核心课程的涉
及面又兼顾全国区域平衡的原则，最终确定在本年度由 20 个单位牵头开展 21 门（类）核心课程的
交流调研工作。其中，
“农业经济学”和“农业政策学”课程的申报牵头单位较多，会议建议全国
分片区分别进行交流调研工作，并提出了片区划分建议。会议希望未获批准的申报牵头单位能继续
支持教指委的工作，可积极准备承担明后年的核心课程交流座谈会。
3、会议建议核心课程交流座谈会可以定名为“全国高校（课程名称）课程建设研讨会”或者
“全国高校（课程名称）课程建设交流座谈会”，并将本教指委作为与牵头单位一起的共同主办单
位。会议建议各牵头单位应尽可能地通知全国各有关高校的本课程任课教师参会，并建议可主要就
以下议题开展交流研讨：
（1）本课程在所在高校的基本教学安排情况，包括课程的课程性质、学时
和学分、教学环节要求等；
（2）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材情况，包括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体系、所
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材编写和教材建设、教材使用的情况等；
（3）本课程的教师队伍
和教学团队情况，包括现有任课教师的数量和结构、青年教师的培养、教学团队协作等；
（4）本课
程的教学方法和配套环节情况，包括各种新教学方法的采用、新教学手段的采用、以及实验教学、
课程实习、社会实践等；
（5）本课程教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会议建议交流
座谈会应专门设一个时段讨论商议设立“课程教研工作组”等相对稳定的组织机制，以便定期开展
课程建设交流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形式。
4、会议要求各牵头单位申报项目负责人和核心课程调研工作负责人，应在组织召开核心课程
交流座谈会的同时，积极利用交流座谈会与会代表的发言材料，并收集补充必要的其他素材，及时
整理提交所负责核心课程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题目可自行拟定，但调研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
容：
（1）本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包括简要历史、目前各高校的教学安排等；
（2）本课程的教学目
的和内容体系的情况，主要有几种体系，各有什么特点，共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训练等；
（3）本课
程的教材建设和使用情况；
（4）本课程的教师队伍情况；
（5）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与配套教学环节情
况；
（5）本课程存在的问题及其主要原因；（6）本课程的未来展望与对策建议等。
5、会议要求各有关牵头单位应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做好核心课程的交流调研工作。各牵头
单位原则上应在 2015 年 10 月底之前完成召开核心课程交流座谈会的任务（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牵头的“农业政策学”课程除外）
，并在交流座谈会结束后的两周内提交所承担核心课程的调
研报告初稿。教指委秘书处将在收到调研报告初稿后，决定是否需要在本年度 11 月下旬召开一次
核心课程调研工作负责人的工作会议，以商议讨论调研报告的修改事项。
6、会议希望教指委秘书处和各有关高校的学院（系）应积极支持和配合各牵头单位做好核心
课程交流调研工作。会议要求加强教指委与各牵头单位的联系，原则上应向每次核心课程交流座谈
会委派领导或者委员参加会议，秘书处应积极配合牵头单位做好会议通知和必要的组织协调工作；
会议希望全国各有关高校的学院（系）应及时将各交流座谈会的通知告知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积
极动员组织核心课程任课教师参会，并为参会教师提供必要的条件。
7、会议决定将本次会议确定的 21 门（类）核心课程交流调研项目，作为教指委 2015 年度“全
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工程”的正式获批项目，并以各牵头单位已经向
秘书处提交的“教育部高校农经教指委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牵头单位申报表”作为项目申报
表，不再需要另行提交项目申报表。会议决定以各牵头单位提交的所承担核心课程的调研报告，作
为此类项目的研究成果参加结项评审。除了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牵头的“农业政策学”课程
交流调研项目之外，其他项目的调研报告成果应最迟在 2015 年 11 月 20 日之前提交给秘书处。
8、会议还商议确认了教指委的其他工作事项。会议再次确认教指委 2015 年度“全国高等学校
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项目与成果”的申报工作将在 5 月份启动，申报通知将随
后由秘书处发出，申报的截止时间定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会议再次确认教指委将在 2015 年 7 月

17 日-19 日在宁夏大学召开的
“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年会暨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经济管理院长
（系
主任所长）联谊会”期间，与学科评议组一起召开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会议时间暂定在报到日
（17 日）的下午 4:00-5:30，将邀请所有到会的教指委成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各有关高校的院长
（系主任）参会，通报教指委工作情况并布置 2015 年度“全国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教学
改革与质量建设项目与成果”的评审工作。评审工作在宁夏会议期间完成，并在会议闭幕式上公布
评审结果。

教指委公布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课程名称和牵头单位名单
根据 2015 年 5 月 9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
）2015 年第二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的商议结果，教指委秘书处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发出的“农
经教指委【2015】6 号文件”中，公布了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的课程名称和牵头单位名单。
具体如下：

农经教指委 2015 年核心课程交流调研课程名称与牵头单位
编
号

暂定交流
会时间

课程名称

牵头单位

农业经济学*

华中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2

农业政策学**

浙江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广西大学商学院

3

农业企业 管理学
***

全国农业企业经营
管理教学研究会
华中农业大学

2015、6

4

农业统计学

青岛农业大学

2015、5

王宝海

5

农业技术经济学

安徽农业大学

2015、8

栾敬东

6

农产品营销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5、6

李崇光

7

林业经济学

北京林业大学

2015、6

陈建成

8

林产品贸易

北京林业大学

2015、6

陈建成

9

林业统计学

北京林业大学

2015、6

陈建成

10

畜牧业经济管理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5、10

乔光华

11

农村发展概论

云南农业大学

2015、7-8

李新然

12

农村合作经济学

东北农业大学

2015、8

郭翔宇

13

农村经济调查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2015、10

洪名勇

14

热带农业 经济管
理课程

海南大学

15

农垦经济 管理课
程

海南大学

16

森林生态经济学

福建农林大学

17

资源与环 境经济
学

上海海洋大学

1

负责人

备注

2015、8
2015、7
2015、10

李崇光
傅新红
李军

华东、华中片
西南、华南片
东北、华北、西北片

2015、10
2016、3-5
2015、6

卫龙宝
林光华
黄世杰

西南之外地区
西南之外地区
西南片

张正河
李崇光

傅国华

重点课程为热带资
源经济学和橡胶产
业经济学

傅国华

重点课程为农垦企
业经营管理

2015、10

2015、10
2015、10
2015、10

两家单位协商确定
开会地点

杨建州
杨德利

18

渔业经济学

上海海洋大学

2015、10

杨德利

19

农业制度经济学

华南农业大学

2015、？

罗必良

20

农村公共管理

北京农学院

2015、7

李华

21

外国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2015、8

曾寅初

注：1、牵头单位只是本年度为此核心课程的交流调研提供平台的组织单位，负责人也只是完成教指委本年度次核
心课程交流调研工作的负责人。
2、*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的分片交流并不具有强制指定的意思，只是为了会议组织方的便利，各高校此
课程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和时间安排选择参加其他片区的会议。
3、***农业企业管理学的牵头单位和开会地点由两家单位协商后确定。
4、表上所列交流座谈会时间为牵头单位申报时的计划时间，具体时间请以正式会议通知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