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研究方向 

现有农业经济与管理、农村区域与发展和食物经济管理

三个方向。学科方向稳定，紧随时代发展趋势，特色明显。

2022 年度，学科形成了以农业经济管理为主，食物经济管理

为拓展的发展格局。在学校“扎根垦区、依托大庆、服务龙

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思路指导下，贯彻“育人

为本、质量立校、崇尚学术、特色发展”的核心办学理念，

秉承“北大荒精神”和“铁人精神”，坚持以培养服务现代

化农业发展的专门人才办学定位，踏实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 

1.2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面向农业现代化、

面向未来、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

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创新型、复合型高层次农林

经济管理专门人才。具体目标包括政治修养、学术品德、专

业素养、胜任能力等几个方面。农林经济管理系培养的研究

生均达到了上述培养目标要求。  

1.3 培养标准 

(1)政治修养标准  



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

课程通过考核，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  

(2)学术品德标准 

学术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恪守学术规范，严格

学术自律和学术诚信。不抄袭、剽窃、侵吞和篡改他人学术

成果；不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事实、注释等。承担学

术著作发表或学位论文写作的相应责任，依据实际贡献大小、

共同约定、自愿等原则确定署名顺序。 

学术素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能够实事求是、认真严谨；

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善于团结。  

(3)专业素养标准  

 掌握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农村区域与发展和食物经济

管理方向研究的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

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深入的了

解，在综合分析大量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了解本学科

研究方向的进展、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 

能从社会经济生活及文献中发现并从中提炼出有学术

价值的科学问题，建立符合逻辑的研究框架，制定研究计划、 

按照计划进行分析并对结果提出科学解释。  

 



(4)胜任能力标准  

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不同场合准确、清晰表达自己的

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学术交流能力；具有独立从事本

学科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备在国家企事业、

机关、科研院所从事管理的能力。  

通过对上述标准的执行，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培养的学

生均达到相应考核标准。  

1.4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共有专职教师 18 人，其中研究生导师 13 人，

所占比例为 72.2%；非研究生导师为 5人，所占比例为 27.7%。

从师资年龄构成来看：35 岁以下 3 人，所占比例为 16.7%；

36-45 岁 5 人，所占比例为 27.8%；46-55 岁 10 人，所占比

例为 55.5%。从学历结构来看：具有博士学位 11 人，所占比

例为 61.1%；具有硕士学位人数 7 人，所占比例为 38.9%。

从职称结构来看：具有高级职称 3 人，所占比例为 16.6%，

具有中级职称 14 人，所占比例为 77.8%。从学缘结构来看：

本校获得学位的教师 4 人，所占比例为 22.2%；非本校获得

学位的教师有 14 人，所占比例为 77.8%。从海外经历来看：

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 4 人，所占比例为 22.2%。 

本学位点师资构成从年龄、学历、数量、职称、学缘和

海外经历来看，构成合理，可以支撑学位授权点的未来发展。  

 



1.5 培养条件 

1.5.1 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科研条件 

(1)各方向带头人中承担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3 项，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3 项，承担校级

教研课题 2 项，发表核心论文共 2 篇，获得大庆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 2 等奖 1 项，获批横向课题 1 项。 

(2)骨干教师 2022 年获得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规划项目 1 项，横向课题 1 项，累计到账金额 10 万元。出

版专著《黑龙江省杂粮产业发展研究：政策推动与营销拉动

的双擎驱动视角》、《新时期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效应研究》等 4 部。  

(3)学位点科研成果总数，人均数。开展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位点 2022 年新立项科研项目共计 17 项，其中省社科基

金等省部级项目 3 项，厅局级项目 7 项，横向课题 4 项。科

研经费 25.2 万元，人均科研经费 0.9 万元，学科带头人与

学术骨干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 3 项。发表科研论文 30 篇，

其中 sci 期刊 1 篇，北大核心期刊 3 篇，人均高水平论文 1

篇。出版专著 3 部。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

支持。全部研究生均参与了导师课题研究。有活跃的学术交

流活动。每年参加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达到 20 人次。  

1.5.2 支撑硕士研究生培养学习、科研平台条件 

具备支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生实践基地，海林农场



和肇源农场实践基地已建设成熟，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2022 年继续与 2021 年新增赵光农场和二龙山农场两个实践

基地合作教学；具有企业经营虚拟仿真实验室、数据分析中

心、案例库及案例研讨室、图书文献资料系统等平台。  

1.6 人才培养  

(1)思想政治理论课情况：严格按照规定正常开课，开

设 2 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校公共

学位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为校公共必修课。  

(2)核心课程建设情况：核心课程共计 5 门，分别为中

级微观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方

法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每门课程 32 学时 2 学分。课

程由高级职称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担任。其中，中级微

观经济学和中级计量经济学获得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课程

建设立项资助。  

(3)导师遴选规范：严格执行学校《研究生指导教师职

责和要求》《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等

相关制度，进行研究生导师遴选、招生资格的审定和考核。

新遴选的导师统一参加省、学校的导师培训会。  

(4)学术训练：严格执行学校指定的《关于研究生在学

期间参加学术活动的规定》，在校期间累计参加学术活动需

达 12 次以上。研究生导师安排学生每周开组会，讨论科研



进展，每学期一到两次优秀研究生做学术汇报。研究生创新

活动依据《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5)学术交流：学校每年按照研究生数量 5%比例给予研

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资助。2022 年共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14 人次。  

(6)论文质量：22022年学校抽查盲审学位论文占比 100%，

均一次通过盲审。2022 年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 篇，省

级论文 21 篇。  

(7)质量保证：严格执行《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关

于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进行学位论文检

测的规定》、《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研究生学位

论文答辩工作细则》、《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

研究生学位论文各环节均按文件规范执行。近 5 年，学生论

文选题符合要求，均通过中期考核、学术不端检测、双盲审

审核、预答辩和答辩程序。  

(8)学风建设：学校和学院在新生入学后均进行学术和

学风建设的宣讲教育。学院设置 2 门学风教育专门课程《知

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和《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学生均通

过课程考核。强化导师培养学生的责任作用，要求导师必须

做好学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以制度做保障，学校

制定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关



于采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进行学位论文

检测的规定》、《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等制度严把学术道德和论文质量关。

学院在研究生中期考核、评优过程中成立专项调查小组进行

考核，以保障研究生在学习及学术研究上有良好的学术行为。

研究生导师及所培养的研究生未出现学术道德失范和学术

不端行为。  

(9)服务管理：研究生工作管理实行学校、学院两级管

理，配备专门辅导员 1 人，兼职研究生秘书 1 人。学校、学

院分别在学术委员会中设立专委会负责申诉工作，保障研究

生权益。  

(10)就业发展： 2022 年毕业研究生 1 人，授予学位 1

人，就业率 100%，就业质量较高。   

二、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具有海外经历教师数量少，比

例偏低且提高速度缓慢。特别是近年来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

内产生广泛的影响，提高本学位点海外经历教师数量及比例

难度较大。  

2.人才流失严重，引进困难。近年来东北高校招人难、

留人难。面对南方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团队招聘、学科

招聘等组团挖人的方式，加剧了本学位点人才流失状况，本

学位点先后有包括 3位教授在内的多位教师离职。与此同时，



学位点连续多年难以招到博士研究生教师，高职称教师更是

难以招聘到。  

3.招生渠道单一。农林经济管理学位点一直面临研究生

招生渠道单一的局面，多数学生来自推免，统招报考学生数

量严重不足，调剂生源不足。  

4.学位点建设资金来源单一，数量有限。学位点活动资

金稳定来源主要是学校的学科建设经费，数量不多，需要从

其它经费中予以支持，但是其它经费年度间波动较大，不稳

定。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继续严格执行学生过程培养标准，严格把好学生开题、

预答辩和答辩等重点环节，保证学生培养质量。  

2.目前看吸引高层次人才比较困难，师资队伍的培养必

须立足于现有人才，立足于自我培养。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

下的人才引进，重点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  

3.加大招生力度，扩大招生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学位点

特色，多渠道吸引学生报考和调剂。  

4.扩宽学位点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在稳定既有资金来源

渠道的同时，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从多渠道、多角度拓

宽学位点建设资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