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项目立项、中期检查

及结题情况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经个人申报、学科（领域）审查、学院推荐、专家评

审，学校确定《走向地道的译文》等 6 个项目为研究生教

材建设项目（详见表 1）、《基于协同创新的林业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等 12 个项目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课题项目（详见表 2）、“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基地”等 5 个基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建设项目（详见表 3）、《高级笔译》等 2 个项目为专业学

位研究生案例课程建设项目（详见表 4）、《食品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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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门课程为研究生双语课程建设项目（详见表 5）;同意

《林业工程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学术规范国际化研究》

等 7 个项目结题（详见表 2）；同意《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

研究生<园林植物应用专题>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研究》等 5

个项目的中期检查结果为合格（详见表 2）。同时，按照

2018 年度立项资助标准，补足 2017 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

践基地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课程立项项目经费（详见表

2、3、4）。现予公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 7 月 16 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8 日印发



表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教材项目立项表

立项编号 教材名称 负责人 学科（领域） 负责学院 立项类型 资助经费（万元） 备 注

2018JC001 走向地道的译文 张沉香 0551 翻译硕士 外国语学院 出版类 6.0
获出版资助的教材

在出版时须在封面

或扉页上标注

“本书获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研究生教

材出版基金资助”

字样，否则不予报

销出版经费

2018JC002 森林防火 刘发林 0907 林学 林学院 出版类 6.0

2018JC003 环境法基本问题 姜素红 0301 法学 政法学院 出版类 5.0

2018JC004 林业系统工程基础 李际平 0907 林学 林学院 出版类 5.0

2018JC005 植物逆境生物学 蒋丽娟 0710 生物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培育类 1.5

2018JC006 道路施工案例分析 邹静蓉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培育类 1.5



表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表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负责学院 学校意见 资助经费（万元）

2018JG001 基于协同创新的林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邹锋 林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2 风景园林研究生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创新培养模式研究 廖秋林 风景园林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3 基于国际化视野的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黄音 物流与交通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4 基于校企融合的机械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张立强 机电工程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5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培养研究 潘丽丽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6 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与就业有机融合模式的研究 李丽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7 基于 ESI 农业科学体系的四位一体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徐友志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8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实验室-车间课堂-校内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 分段

融合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付湘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 0.5

2018JG009 生物物理学硕士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罗勇锋 理学院 立项 0.5

2018JG010 设计类艺术硕士人才培养设计工作坊模式研究 许安娇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立项 0.5

2018JG011 翻译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化研究 张沉香 外国语学院 立项 0.5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负责学院 学校意见 资助经费（万元）

2018JG012 研究性学习视域下硕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杨泽章 马克思主义学院 立项 0.5

2016J007 林业工程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学术规范国际化研究 胡进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结题

2010J013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研究与实践 廖飞勇 风景园林学院 结题

2016J004 基于工作情景视角的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改路径选择 熊立新 商学院 结题

2015J007 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与长效运行机制研究 刘克菲 土木工程学院 结题

JG2015B064 加强林农机械类研究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省级教改课题） 周健 机电工程学院 结题

2012J012 食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研究 钟海雁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结题

基于中澳特别基金项目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途径的研究 钟海雁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结题

2017J003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园林植物应用专题》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研究 王晓红 风景园林学院 中期检查合格

2013J013 农林院校信息类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方案的系统优化与实施 李建军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期检查合格

2016J009 林业院校理工科女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质量量化研究和性别比较 刘蓉 机电工程学院 中期检查合格

2017J001 林业类院校机械工程领域校企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司家勇 机电工程学院 中期检查合格

JG2017B059 基于校企合作的设计学研究生创新实践教育与培养模式探究（省级教改课题） 张玉山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中期检查合格



表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项目立项表

立项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所依托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负责人 负责学院
资助经费

（万元）

2018JD001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晨露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51 农业硕士（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李建军

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
3.0

2018JD002
林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合作单位：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52G 工程硕士（085228 林业工程） 李贤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3.0

2018JD003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合作单位：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
1253 会计硕士 敬文举 商学院 2.5

2018JD004
翻译硕士实践能力训练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省贸易促进委员会
0551 翻译硕士 李志奇 外国语学院 3.0

2018JD005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合作单位：深圳市彩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253 会计硕士 张昌文 商学院 2.5



立项编号 实践基地名称 所依托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负责人 负责学院
资助经费

（万元）

2017JD001
园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慕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51 农业硕士（095131 农艺与种业）

0954 林业硕士
唐 丽 林学院 2.3

2017JD002
翻译硕士实践能力训练基地

合作单位：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1 翻译硕士 李志奇 外国语学院 2.25

2017JD003
机电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0852 工程硕士（085201 机械工程）

0951 农业硕士（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李立君 机电工程学院 2.3

2017JD004
自兴人工智能研究生院专业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研究院

0852 工程硕士（085211 计算机技术）

0951 农业硕士（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陈爱斌

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
2.3

2017JD005
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3 会计硕士 敬文举 商学院 2.3

2017JD006
音乐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长沙市歌舞剧院
1351 艺术硕士（135101 音乐） 李 闽 音乐学院 2.25

2017JD007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合作单位：湖南省规划设计院
0953 风景园林硕士 沈守云 风景园林学院 2.3



表 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课程项目立项表

立项编号 案例课程名称 负责人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负责学院 资助经费（万元）

2018AL001 高级笔译 张沉香 0551 翻译硕士 外国语学院 1.0

2018AL002 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张昌文 1253 会计硕士 商学院 1.0

2017AL001 林下经济开发技术与案例 王瑞辉 0954 林业硕士 林学院 0.5

2017AL002 园艺产品采后处理与营销 唐 丽 0951 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 林学院 0.5

2017AL003 WEB 网络编程技术 黄华军 0852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0.5

2017AL004 工程伦理 魏新莉 0852 工程硕士（林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5

2017AL005 景观生态规划专题 陈存友 0953 风景园林硕士 风景园林学院 0.5

2017AL006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廖秋林 0953 风景园林硕士 风景园林学院 0.5

2017AL007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彭喜阳 1253 会计硕士 商学院 0.5

2017AL008 审计理论与实践 左旦平 1253 会计硕士 商学院 0.5

2017AL009 环境设计策划与实践 袁傲冰 1351 艺术硕士（艺术设计） 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 0.5

2017AL0010 交替传译 李志奇 0552 翻译硕士 外国语学院 0.5



表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8 年度研究生双语教学课程项目立项表

立项编号 双语课程名称 负责人 学科 负责学院
资助经费

（万元）

2018SY001 食品开发（product development) 钟海雁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2018SY002 高级计算机网络（Advanced Computer Networks） 邝祝芳 081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技术与信息工程学院 1.0

2018SY003
服务管理与服务营销（Servic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Marketing）
张坤 1202 工商管理 商学院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