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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淑怡教授入选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2016 年 1 月 11 日，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

法〉的通知》（教人〔2011〕10 号）有关规定和做好 2015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人选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经学校推荐、通讯评审、会议答辩等程序，教育

部确定 418 名 2015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建议人选，我

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冯淑怡教授成功入选青年学者。

表 1  2015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部分入选名单

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 冯淑怡 土地资源管理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刘裕强 作物遗传育种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朱艳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南京农业大学

据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的设立，是教育部为重点支持高校面向海内外培

养引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恪守学术道德和教师职业

道德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每年遴选 200 名左右。而今年最终公布的结果有

211 人入围首届“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南京农业大学共有 3 位教授入选。

图 1 冯淑怡教授

冯淑怡，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效率、农户行为

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管理等领域的研究。1996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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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士学位，1999 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硕士学位，2006 年获荷兰瓦

赫宁根大学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 年回国，2011 年破格晋升教授。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项目3项，作为中方协调人主持欧盟

第六框架计划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省部级项目4项，深入开展了农

地非农化机制及治理、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截止2016年2

月，累计在Land Use Policy、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国农村经济》等国内外

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59篇。其中，SCI/SSCI收录论文20篇，被SCI/SSCI收录论

文他引87次；CSSCI收录论文30篇。出版英文专著1部，中文著作及教材8部。参

编10部中英文著作。作为客座编辑，组织1期英文SCI/SSCI期刊的编辑工作。

研究成果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江苏

省高校哲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等奖等奖项。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和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并入选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2. 2016 年全国土地资源管理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正式启动

2016 年 3 月，我院土地管理系和研究生教务办正式启动“2016 年全国土地

资源管理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相关申请工作，对外发布招募营员公告，并公布夏

令营学员的申请资格条件、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时间、录取细则。由南京农业大

学公共（土地）管理学院主办的“2016 年全国土地资源管理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活动，将于 2016 年 7 月 11-15 日在我校举行。夏令营活动旨在促进中国高校土

地资源管理学科优秀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之间以及与国内外土地

资源管理专家教授的联系、增进国内高校本科生对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学

科的认识，并从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

图 2  2016 年全国土地资源管理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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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成功举办四届“全国土地资源管理大学生夏令营”的基础上，本次夏

令营主要包括土地资源管理专家讲座、专题讨论、专题调研培训及农村实地调研、

农村发展与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交流、国土资源管理机构和国家土地管理改

革试验区参观访问和夏令营论文交流答辩等多个环节。

3.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2012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培养工程入选名单

确定

2016年3月24日，根据《土地管理系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培养工程方案》的要

求，经学生申报、导师推荐、土管系审查等环节，拟将符合方案要求的吕悦风等

17位同学纳入培养工程。并根据土地管理系本科优秀毕业论文培养工程的安排，

计划于2016年4月8日在逸夫楼7021进行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汇报，每位同学就毕

业论文研究方案作PPT汇报。该工程旨在实行分类培养，差别化配置教学资源，

向优秀毕业论文倾斜，突出科研素质与能力训练，培养创新型人才。

表 2  土地管理系优秀毕业论文培养工程拟入选名单

姓名 学号 班级 申报类型 指导教师

吕悦风 20212108 土管 121 SRT 主持人 陈会广

毛春悦 20212204 土管 122 保送研究生 冯淑怡

孔岩 20212203 土管 122 保送研究生 郭贯成

王颖 20212206 土管 122 SRT 主持人 邹伟

侯嘉慧 20212221 土管 122 保送研究生 陈会广

吴靖瑶 22112112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欧名豪

李海丹 22312112 土管 122 SRT 主持人 欧维新

李梦媛 20211207 土管 122 SRT 主持人 郭贯成

黄彤 20212123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郭杰

鲁力翡 20212127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陈会广

楼擎擎 20212128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欧名豪

王心 22112101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欧名豪

赵泽慧 33212132 土管 123 保送研究生 SRT 主持人 诸培新

顾艳阳 20212122 土管 121 SRT 主持人 欧维新

张翔晖 20122312 土管 123 保送研究生 SRT 主持人 诸培新

王温鑫 23112103 土管 123 保送研究生 吴群

赵一航 20212121 土管 121 保送研究生 SRT 主持人 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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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及校级 SRT 计划等项

目立项完成

2016年3月，根据《关于公布2016年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及

校级SRT计划等立项项目的通知》（校教发[2016]146号）文件精神，本年度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已经完成。2016年国家级、省级、院级SRT、

校级SRT计划项目经过学生自主申报，学院组织专家评审，公共管理学院评出拟

推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7项，省级创新训练项目3项，院级（含品牌专项）

SRT计划项目8项，校级SRT计划项目30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共立项18个，占全

院立项总数60%，其中，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4项，省级创新训练项目1项，品牌

专业专项SRT项目4项，校级SRT计划项目9项。

表 3 2016 年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及校级 SRT 计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级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班级

1 国家级
嘉兴市“两分两换”政策的农户满意度和

影响因素研究
冯沁雅 土管 142

2 国家级
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意愿影响分析——

基于安徽省明光市的调查
王  颖 土管 143

3 国家级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研究——基于常州市武进区的调查
董园园 土管 141

4 国家级
宅基地的流转及退出与空心村治理的关

系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孙雨婷 土管 143

5 省级
农民对土地的就业依赖程度研究——基

于江苏省不同地区的调查
尹园园 土管 143

6 品牌专项
住房保障政策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

的农民工城市定居影响的研究
刘志诚 土管 142

7 品牌专项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农民福祉的影响研

究——以南京市、南通市、临沂市为例
赵  瑞 土管 142

8 品牌专项

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

行为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苏州

市、南通市、宿迁市的调研

何  旺 土管 143

9 品牌专项
土地市场化改革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

影响研究
张嘉欣 土管 143

10 校级
信息公开对农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调查

研究
楼睿斐 土管 142

11 校级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地流转及利用的影响 夏静文 土管 142

12 校级 土地整治项目的绩效评价研究——基于 谭  珊 土管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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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六合区的调查

13 校级
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计型和利润型农户的视角
武  岳 土管 143

14 校级
基于景观偏好的自然风景区用地规划管

理研究
解梦斓 土管 142

15 校级
传统征地模式下农民博弈的策略选择及

其影响因素
厚欣悦 土管 142

16 校级
农户化肥施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
秦  朕 土管 141

17 校级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取得方式对失地农户

的经济影响研究及农户意愿调查——以

苏州市为例

杨  帆 土管 141

18 校级
土地利用变化、非点源污染与江苏盐城

湿地环境资源的保护
刘  乾 土管 142

5. 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主任顾守柏为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学生做实践报告

2016 年 1 月 12日上午，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主任顾守柏应

邀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作了一场主题为“新时期上海大都市土地整治的实践

和思考”的报告，报告由公共管理学院石晓平院长主持，100 多名学生参加了报

告会。

图 3 顾守柏主任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做实践报告

顾守柏主任的报告主要分享了他在国土资源一线工作过程中的心得。首先从

人口资源环境的多重压力说起，对上海市的未来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和限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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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人口的规模和结构是研究土地问题的基础，作出合理的人口预测至关重

要。接着顾主任分析了上海市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占比偏高，生态空

间被压缩等目前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到“五

量调控”，即“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供”。顾主任

讲解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上海土地管理中的中的若干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剖

析并就各种解决措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加深了同学们对我国现阶段土地发展现状

以及未来土地发展方向的了解，土地资源管理学生纷纷表示此次实践报告对于拓

展思路和学习研究很有帮助。

6. 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网站正式上线

2016年 3月，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网站（http://clm.njau.edu.cn/index_tdpp.aspx）

正式上线。网站作为综合性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内容涵盖土地资源管理品牌

专业的专业概况、专业建设、质量工程、教学案例等方面，方便广大师生教学活

动开展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2015年6月，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获批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

目以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严格按照《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江苏高校品牌

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苏教高[2015]14号）的要求，

积极搭建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网站的上线，标

志着课程教材资源开发和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工作的推进。

图 4 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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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地资源管理课程案例库建设启动

2016年1月，土地资源管理课程案例库建设正式启动，面向公共管理学院招

募案例建设者及案例服务的课程。经过教师自主申报及学院审核，于2月份确定

土地行政管理等5门首批建设课程。案例库依托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现有的国家级

精品课程，结合学科优势和特色，积极收集案例，构建土地资源管理案例库和数

据库；利用科研优势推动案例库内容更新，实现专业教学基础性与前沿性、知识

性与趣味性并重。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预期建成基本覆盖专业核心、主干课程

的课程案例库，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

表4 土地资源管理课程案例库首批建设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案例库负责人

土地行政管理 姜海

土地利用工程 刘琼

土地经济学 石晓平

不动产评估 郭贯成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诸培新

8. 简讯：

1）2016 年，冯淑怡教授《土地经济学》课程入选南京农业大学第二期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项目。

2）2016 年 2 月 24 日，公共管理学院召集全院教职工传达学校会议精神，部署

学院新学期重点工作，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积极迎接第四轮教学质量评估。

3）2016 年 3 月，我院石晓平教授、郭杰副教授荣获“江苏省优秀土地科技工作

者”称号。

4） 2016 年 3 月 19 日，第八十九期钟鼎学术沙龙顺利举办，土管 143 和土管 151、

152、153 班同学前往南京市规划建设展览馆进行主题为“观规划建设展览馆，

明自我发展规划”的参观学习活动。

5）2016 年 3 月 23 日，第九十期钟鼎学术沙龙顺利举办，土管 141、142 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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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南京地质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中国石文化”、“矿产资源”、“地质环

境”等相关专业知识。

6）2016 年 3 月 27 日，公共管理学院与南京市土地整理和集体土地征收中心签

署合作办学协议 。

7）2016 年 3 月，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七届行知学术研讨会——“新思

维、新理念、新发展：十三五时期治理变革展望”相关筹备工作持续进行，

面向全国高校启动论文征集工作。

8）2016 年 3 月，我系教师吴群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土

地资源效率提升能力与系统建设研究——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项

目编号：71233004）以优秀成绩通过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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