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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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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8 日，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推进会在省会议中心召开。省

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宣布了《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工程一期项目名单的通知》（苏教高[2015]11 号）文件。根据该文件，经学校

申报、项目初审、专家评审、综合评审、省政府办公会议研究审定并向社会公示，

共确定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258 个，其中 A 类 100 个、B 类 100

个、C 类 58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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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关于公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名单的通知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是继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协同创新计划之后，

江苏省高等教育领域启动的又一重点工程。自 2015 年 3 月以来，学校按照《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的通

知》（苏教高[2015]2 号）的要求，启动了申报工作，经过学院申报、学校遴选，

共推荐了 7 个专业参加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遴选。公共管理学

院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确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参

与申报。在学院党政领导的高度关心和指导下，土地管理系组织相关教师精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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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申报材料，经过 5 个以上轮次的修改完善，向学校和江苏省教育厅提交了土地

资源管理专业申报材料，最终获得了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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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制订《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任务书》和《江苏高校品牌专业

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专业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建设目标，分解建设项

目，细化建设要求，强化推进措施，落实实施责任，加强项目经费管理、知识产

权管理、学风管理和信息管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地推进品牌专业建设。

同时以入选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为契领，带动专业特色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教学中心地位，促进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内涵式发展。  

 

图 2.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部分名单 

 

2. 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项目正式启动暨任务分解会议召开 

2015 年 11 月 14 日，我院召开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项目正式启动暨任务

分解会议，公共管理学院领导、土地管理系全体教师、其他系教师代表和相关行

政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谢勇副院长主持。 

   谢勇副院长首先介绍了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申报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工程的背景和过程，并从建设周期、成果要求、资助强度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土地

资源管理专业品牌建设工程立项情况。随后，土地管理系主任郭贯成详细解释了

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建设的任务分解情况，并具体介绍了“教师发展与教学团

队建设”、“课程教材资源开发”、“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学生创新创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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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等项目的项目内容、

起迄时间、预期成果、资助经费、负责人及骨干人员等情况。 

      土地管理系教师和其他系教师代表在会上就品牌专业建设的相关问题积极

献言献策。发言内容涉及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全国土地资源管理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全国性教学交流研讨、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内涵梳理、

学生必读书目设置、学生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品牌专业建设的权责明晰与

奖惩机制、土地制度改革观察点设置、不同专业课程实践环节的整合、品牌专业

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关注学生就业等诸多方面。 

 

图 3.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项目启动 

    石晓平院长在会议总结中对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建设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石院长指出，本次会议标志着土地资源管理品牌专业工作正式进入立项建设阶

段，应充分利用品牌专业建设的机会，从根本上改进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人

才培养体系，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在品

牌专业建设过程中应注意项目负责人落实、经费使用规范、事务性工作合理分工

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石院长还鼓励相关教学人员以品牌专业建设为契机，在教学

和科研之外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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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管理系两部教材获 2015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建设立项 

2015 年 9 月 1 日，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5 年高等学

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单和第二批出版名单的通知》（苏教高[2015]18 号文）。

在学校推荐基础上，经组织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省教育厅审定，共遴选确定立

项建设的重点教材 305 部，其中修订教材 186 部，新编教材 119 部。我院土地管

理系共有 2 部修订教材获得立项，分别是： 

1. 曲福田教授主编，《土地经济学（第三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2. 欧名豪教授主编，《土地利用管理（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 

 

4.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在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佳绩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在广州市举办。由我院学生周琳、李梦伊、侯嘉慧、刘畅、井艺娜、张

宾哲、刘欢以及食品院、经管院、信息院共十名本科生组成的团队，在马贤磊、

关长坤、张树峰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以题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现实问题与

对策改进——基于可持续评价视角》的作品获得全国二等奖（此前该作品已获得

江苏省一等奖），创造了近年来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类作品最好成绩。 

 

图 4.第十四届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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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第十四届江苏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证书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被誉为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

林匹克”。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每两年举办

一届，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赛事。 

    本届“挑战杯”竞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2000 多所高校 200 多万大学生参赛，

最后决出特等奖 38 件、一等奖 124 件、二等奖 318 件、三等奖 759 件。我院作

品经过学院选拔、推荐，校赛选拔、江苏省初赛、决赛、全国网络评审、复审最

终入围全国终审决赛，历时近一年时间，最终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江苏省一等奖

的佳绩，为学院争得了荣誉。 

 

图 6.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参加第十四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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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管理系 4 门课程获 2015 年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立项 

2015 年 8 月 15 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公布了 2015 年校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建设名单。依据《南京农业大学关于开展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通知》（校

教发[2013]402 号文），根据学院课程建设情况，经教务处检查，学校专家评审，

对《动物学》等 100 门课程予以立项。我院土地管理系共有 4门课程获得立项（立

项名单见表 1）。 

表 1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年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部分立项名单 

学院 课程 课程负责人 

公共管理学院 不动产经营与管理 唐焱 

公共管理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石志宽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法学 龙开胜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行政管理学 姜海 

 

6. 土地管理系教师获得 4 项校级教改项目立项 

2015 年 10 月，我院土地管理系教师获得 4 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其中，重

点项目一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品牌专业专项 3 项（具体名单见表 2）。  

表 2 2015 年土地管理系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类别 

适应实践教学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与实践 

欧名豪 重点项目 

基于品牌专业建设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研究 郭贯成 品牌专业专项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群的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颖 品牌专业专项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与运行机制研究 石志宽 品牌专业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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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地管理学院在泗洪县新增教学实践基地 

2015 年 6 月 17 日，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与泗洪县政府正式签署协议，

决定在泗洪县建立“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和“南京农业大

学土地管理学院试验示范基地”等两个产学研合作平台。据此，泗洪县将成为我

院重要的校外教学实践区、科研数据采集地和科研成果试验区。我院也将全力为

泗洪县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双方还将在人员交流与培训、课

题申报与实施等多方面加强合作。 

 

图 7.我院在泗洪县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8.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Arie Kuyvenhoven 教授应邀来我院授课 

2015 年 10 月 9 日-23 日，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 Arie 

Kuyvenhoven 应邀来我院讲授发展经济学的相关课程。Arie 教授的授课共分六

次，主题分别为“农村风险、保险、金融和储蓄中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农

村储蓄”、“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简要的介绍”、“中国能否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生产率及增长机制”、“中国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商

业、不平等和制度”和“三角洲地区水和自然保护的综合分析：以埃及布鲁卢斯

潟湖尼罗河储蓄水于为例”。 

Arie Kuyvenhoven 教授在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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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望。曾担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社会科学院院长、发展经济系系主任、荷兰经济研究所主任、荷兰经济周刊 ESB

的编委会副主席，同时是美国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阿姆斯特丹

世界粮食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World Food Studies)、发展合作的国家咨询委员

会成员，印尼政府和荷兰外交部国家组织顾问。至今仍然担任 IFPRI 等机构专家

委员会的成员等职务。 

 

9. 全国土地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暨教学改革研讨会

在我院召开 

   2015 年 12 月 19–20 日，全国土地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暨教

学改革研讨会在我院逸夫楼 7028 会议室召开。会上我院土地管理系相关任课教

师与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其他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就《土地经济学》

《资源经济学》两门课程教材编写的原则、分工、时间进度、内容修订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图 8. 土地经济学教材编写研讨会           图 9.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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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培养工程正式启动 

2015 年 11 月，根据《土地管理系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培养工程方案》的要求，

公共管理学院和土地管理系启动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2012 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

文培养工程。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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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于 2015 年底完成了

优秀毕业论文培养工程的报名工作和对申报学生的初步筛选。 

 

11.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全程导师制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为探索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促进本科生了解专业发展

方向，制定和实施人生发展规划，加强师生联系，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

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创新与创业精神，学院制定了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并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正式颁布实施。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土地管理系在逸夫楼 7021 召开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

科生全程导师制宣讲会，系主任郭贯成老师和张颖老师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

生全程导师制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回答了学生的提问。随后，学院启动了土地资

源管理专业 2015 级本科生全程导师制试点工作，遵循自愿报名、双向选择的原

则动员学生申报、选择导师。经学生与导师联系、土地管理系审查，确定了入选

全程导师制培养项目的学生名单及导师和培养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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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简讯 

1) 2015 年 4 月，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获得 4 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立项。 

2) 2015 年 7 月 1 日，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组委会公布了 2015 年全省高校

微课教学比赛本科组评选结果。土地管理系唐焱教授的微课作品《房地产市

场细分》获得三等奖。本次比赛共有 70 多所本科高校、近 1400 件作品参加

评选。我校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9 项。 

3) 2015 年 9 月 11 日，南京农业大学召开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专家论证会，

重点对入选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的项目任务书和实施方案进行论证。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石晓平和土地管理系系主任郭贯成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土地资

源管理专业的项目任务书和实施方案，听取了各位专家的论证评审意见。 

4) 2015 年 9 月，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接收 3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来我

校交换培养。 

5) 2015 年下半年我院组织了 2 次有针对性的教师培训活动，分别是 11 月 11 

日超星公司提供的以“慕课、微课建设及应用”为主题的专题培训，和 12 

月 30 日欧维新教授、郭忠兴教授做的题为《管理学教学的国际经验：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教学培训的体会》的报告。 

6) 2015 年，我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在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完成了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工作。 

7) 2015 年 10 月我院继续深化与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队   

伍建设，制定出台了《南京农业大学 MPA 校外指导教师、MPA 兼职导师任

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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