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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十三五”本科专业发展规划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干意见》（教高„2012‟4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粤发„2015‟3 号）和《中共

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建

设服务创新发展的意见》（粤发„2016‟1 号）精神，结合《华

南农业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华农党发„2011‟58 号）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目

标任务，为加强本科专业的规划与建设，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适应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以来专业建设发展执行情况 

（一）取得的主要成绩 

1．专业规模稳步发展。专业数量由“十二五”初期 86 个增

加到 94 个，新增 8 个本科专业，年度新增专业数量得到较好控

制，落实了我校实现由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实施内涵发展的战

略转型的要求。目前学校本科专业已经涵盖了除医学、军事以外

的所有学科门类，学科的综合性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十二五”以来，学校为加强专业建

设水平，构建了校、省、国家三级特色专业建设体系，共建设了

33 个校级特色（应用型、重点）专业、22 个省级特色（重点）

专业、12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立项建设 17 个校级、10 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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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 个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示

范专业；立项建设 12 个校级、4 个省级、2 类共 8 个国家级卓越

农林人才培养计划专业。以上项目立项建设促进了学校专业建设

水平不断提高。 

3．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十二五”期间，学校共投入专业建

设经费近 3000 万元，争取国家、省财政投入 7000 多万元，改进

专业基本条件建设，对新办专业提供 30-50 万元的专业启动费。

学校新增加实践教学基地 226 个，立项建设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含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40 个，获批省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 29 个、国家级 6 个；立项 36 门校级“精品开放

课程”，改造升级或新建省级“精品开放课程”44 门，改造升级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6 门，新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2 门。 

4．专业建设管理更加规范。“十二五”期间，学校制定了《华

南农业大学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了专业主任换

届工作，确定了各专业主任，落实了专业建设的权责。同时，在

实践教学方面，制定了《华南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实践

教学工作的实施办法》等文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为加强专业

条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制度保障。通过开展学院（部）本科

教学状态评估，规范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2015 年起对

学校本科专业开展评估工作，旨在发现问题，以评促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科专业结构不尽合理。我校现有的 94 个本科专业中，

工科专业比例相对不高，与广东省人才需求存在一定的错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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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针对性不够强，新专业建设的

创新动力不足，专业特色不够明显。部分老专业方向陈旧，对于

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反应不够敏感；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深度有

待提升。 

2．专业定位不够清晰。学校各专业因办学历史、学科依托、

办学条件、发展基础的不同，专业实力和发展水平也有不同。结

合专业的性质和社会需求，不同专业需要有不同的发展定位，并

需要根据内外部条件及时调整专业定位。目前，个别专业存在定

位模糊，特别是专业发展如何适应国家及广东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求还不明晰，导致发展思路不清，发展方向摇摆，专业建设水

平提升缓慢。 

3．专业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在“十二五”期间

专业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比，在专

业教学改革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高水平的专业建设成果较少，

理念先进、深入课堂的专业教学改革较少，教师高水平的教学改

革与研究论文数量较少，学生发表论文数量较少，专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不足。 

4．专业办学条件有待改善。部分专业生师比过高、师资队

伍结构不够合理；一些专业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具备较高影响力的

专业带头人；有些专业发展历史积淀不足；部分专业的办学条件

较为薄弱，在实验室建设、校内外基地建设、教学仪器设备等方

面仍需进一步增加投入。 

 

二、“十三五”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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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遵循“分类指导、明晰目标、合理设臵、优化结构、提高质

量、突出特色”的原则，依托学校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广

东省现代产业发展需要，巩固优势学科专业，发展适应区域发展

需要的新兴学科专业，探索分类定位、分层发展的多样化人才培

养模式。 

 （二）主要目标 

1．构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按照“确保优势、突

出特色、鼓励交叉、促进融合”的原则，力争经过五年的建设，

形成以农业科学为优势与特色，农、工、文、理、经、管、法、

史、哲、艺多学科科协调发展的，较为健全的专业体系。积极发

展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加强传统专业内涵建设，密切与社会发展

联系；专业建设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增强社会适应性。综合运

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推进专业建设信息化。 

2．保持基本稳定的专业规模。在招生规模基本稳定、未来

高中毕业生数量趋稳甚至趋减的预期下，学校招生专业将趋于稳

定，到 2020 年，我校本科专业总数控制在 90 个左右，对不适应

社会需要、与学校发展定位与发展方向契合度低的专业进行调整，

优化结构。 

3. 形成合理的专业发展格局。以“分类指导、特色发展”

为原则，促进学校学科专业的资源整合与整体优化，根据专业发

展水平、师资力量和学生规模，把学校专业划分为以应用型人才

培养为主的应用型专业、以学术发展为主的学术型专业，同一专

业内实现对人才的分类培养。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切性，应用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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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学术型专业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凝练发展方向，

形成专业特色。 

4．大力推进专业认证。按照“彰显特色、提高水平”的原

则，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精品课程、教学团队、教材建设等

多种途径加强专业内涵，形成专业品牌，提升专业水平，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工科专业认证为着力点，推进专业认证工作。

力争在 2020年前，有 2-3个专业通过认证或达到专业认证水平。 

5．着力发展应用型及理工科专业。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考虑区域支柱产业结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建立，鼓励学院及相关专业开展基于行业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

调研，引导部分学院或专业向应用型转型。结合广东省“三个定

位、两个率先”的目标，优先发展支撑广东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

转型的理工科专业，着力发展广东经济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专业,

在海洋科学、现代装备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相关产

业及战略新兴产业相关专业领域适度新增专业，并着力培育特色

鲜明、水平一流的专业。 

6．加强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为提高专业办学条件，实

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学校将建设多样化的实践能力培养平台。以

提高学生学科基础能力为中心，优化工程训练中心、农事训练中

心、管理训练中心等三大训练中心的课程体系与训练项目，全面

提高我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构建开放共享的院级实验教学平台；

强化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结合建设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基础，推进卓越农林人才培养。 

三、“十三五”时期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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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布局 

立足学科基础，依托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的规划和实施，

开展专业优化调整工作。针对学科基础薄弱、发展前景不明、国

家和区域经济社会需求不足的学科专业，在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

上，调整发展方向或者撤销专业。 

加强理工科专业发展。结合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

增设专业方向、招生规模调整等多种措施，提高学校理工科学生

比例，在 2018 年我校理工科招生比例达到 47%以上，提前完成

省厅 2020 年的总体目标，增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以学分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满足学

生自主发展、多样化成长的基础上，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自主权交给学院，将发展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改革丁颖实验班管

理，扎实推进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工作，为创新型人

才脱颖而出提供平台。 

（三）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各专业必须结合我校办学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

学校办学定位，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制定能够支持培养

目标实现的课程体系。着眼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业品质的

养成，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到专业教育全过程。通过学科交叉与

融合、专门课程的开设、专业课程的渗透、课堂教学的引导等多

种途径，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四）推进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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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我校省级教育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构建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实施按照大类

培养的思路，改革课程体系。推进从按专业组织教学向以专业类

组织教学转变，以实现在专业大类内进行低年级的通识教育和高

年级的宽口径专业教育。为适应大类培养的需要，大力推进公共

平台、专业平台和实践平台三大平台建设，并在专业课程中进一

步推行模块建设，为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保障。 

以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为突破口，推进教学内容改革，促进学

校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全面改革，促进

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五）深化教学研究与改革 

根据学校及各专业办学和发展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研究、改革与实践。结合教育部专业类标准，制定学校专业人

才培养标准体系。推进大类培养、学分制、研究性学习、创新班

等教育教学改革。各院（部）要不断探索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和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关于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

段、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改革与实践。特别是要针对教学中的薄弱

环节积极开展研究与探索。要加强对教学改革的总结，形成一些

针对性强、目的明确、指导意义重大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改革

成果，发挥其对教学的指导作用。 

（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依托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项目，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进一步完善专业负责人制

度，发挥专业主任在青年教师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作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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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层教学组织与教学团队建设，让青年教师在团队中学习，发

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以教学团队建设带动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的提升，从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七）强化实践教学条件建设 

加大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力度，加快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更新

的步伐。通过实验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建立校院两级实验教

学中心的开放共享机制；推进科研实验室服务本科教学工作。加

大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力度，打造校内“千亩实践教学基

地”，规范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运行管理，为培养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和领导 

专业建设是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的整体性、综合性

工程，涉及办学指导思想、教学条件、教学管理等方方面面，必

须加强组织和领导，成立学校、学院、专业三级专业建设组织，

制定专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监控和保障专业建设规划的有效

实施。 

（二）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1．分级管理，明确职责。充分发挥校、院、专业三方面积

极性，明确职责，分级建设。学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加强宏观调

控作用，整体上把握专业建设规划和方案。制定不同类型的专业

发展措施，加强专业建设上统筹规划，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2．加强专业评估与认证。改进院（部）教学状态评估制度，

通过规范日常教学管理提高专业建设水平。逐步建立常态化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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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评估工作，鼓励工科专业积极参与专业认证，坚持“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使专业建

设和改革得到不断完善和提高。 

3．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专业招生情况、毕业生就

业质量、师资条件、专业评估等因素，构建专业动态调整与退出

机制。除特殊专业外，对连续 2 年学生专业选择不足一个自然班

的专业进行撤并，连续 3 年学生专业选择不足一个自然班的专业

进行调整。 

4．完善专业建设保障机制。完善教学保障联席会议制度，

调动各部门支持专业教学工作的积极性，督促各部处落实保障专

业建设的相关制度。完善专业负责人责权利一体化机制，加强专

业建设的针对性。加强教学激励机制建设，调动教师积极参与教

学、投身人才培养工作。 

（三）加大经费投入与保障 

学校设立专业建设专项资金，每年投入 1000 万元以上，用

于更新和新购臵专业实验教学仪器设备。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加

大专业建设经费投入，保证专业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特别要加强

新办专业的投入，侧重于教学资源、教学实验室等条件建设，保

证新办专业的健康发展和专业水平稳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