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学院 2019 年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活动方案 

 

为加强优秀本科生的思想交流、学术交融，增进广大优秀大

学生对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生教育的认知，熟悉学院研究生

培养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科学研究、课程设置和培养环节、

招生与就业、奖助项目等，帮助本科生增强科研兴趣、拓宽学术

视野，合理选择报考专业和方向，提高考研成功率，农学院计划

举办暑期夏令营活动，同时结合夏令营活动提前开展推荐免试硕

士研究生的选拔工作。 

一、农学院简介 

  农学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优势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1906 年设立的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至今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学

院以服务山东和黄淮地区农业重大需求为己任和以应用及应用基

础研究为特色，坚持“教学立院、科研强院”的理念，已经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学科发展序列和本硕博培养体系。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是山东省重点学科，作物

学学科是山东省十三五重点建设一流学科。学院设有农学、植物

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中药资源与开发 4个本科专业。

拥有作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作

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术、植物资源

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作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技术，遗传学 4个二级学科

硕士学位点以及农艺与种业专业学位授权点；学院依托于山东农

业大学的整体实力，基于作物学、遗传学等多学科优势，秉承"



应用型、国际化、复合型"的培养理念，致力于培育农业及相关领

域的杰出人才。 

学院目前设有 3个系（植物科学与技术系、植物遗传系、种

子科学与工程系）、2个中心（教学实验中心、科研实验中心）

和 1个实验站-农学实验站。依托建有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综合重点实验室、农业部作物水分生

理与抗旱种质改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高校作物生理生态重点实

验室、黄淮海区域玉米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黄淮海转基因小麦中

试和产业化基地、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山东泰安分中心、农业部谷

物品质检验监督检测中心、山东小麦玉米周年高产高效生产协同

创新中心等十多个科研平台。与美国佐治亚大学、爱达荷大学、

普渡大学等建有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111 人，

其中专任教师 83 人，其中院教授 38 人，副教授 36 人，讲师 9人。

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1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泰山学

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领军人才 1人，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

1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4人，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3人，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工程专家2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人。 

学院将在 2019 年暑期举办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旨在

为学生提供与我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优秀大学生近距

离交流的机会；同时培训选拔有志于保研或考研到我院各专业的

学生继续深造。                                                 

  二、硕士招生专业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农学）、作物遗传育种（农学）、种

子科学与技术（农学）、遗传学（理学）、农艺与种业（专业学

位）。 

  三、夏令营招生计划 

  拟面向全国高校选拔招收夏令营成员 50-60 人。 

  四、申请资格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德优良，遵纪守法，具有创新意识

和团队精神，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法纪处分，身心健康。 

2.符合本科所在学校的推免基本条件，预计能够获得本科所

在学校推免资格的 2020 届毕业生，学习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中排

名不低于前 30%；或教育部“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普通全日制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学习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中排名不低于前

50%；或高校普通全日制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学习成绩在本专业

同年级中排名不低于前 30%，且报考的硕士专业须与本科专业相

关或相近。 

3.综合素质高，具备良好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潜质，学风端正。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有关研究生招生的体检标准。 

五、报名与选拔 

1、网上报名 

需将以下材料按照顺序扫描至一个 PDF 文件中，并以“夏令

营报名学院+本科所在学校+本科所学专业+姓名”命名发送至山东

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邮箱：yzb2008@sdau.edu.cn。 

（1）山东农业大学 2019 年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申请表（山

东农业大学研究生处主页下载），应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并由学校

相关部门签字盖章； 



（2）本科在读期间成绩单（含学习成绩排名，需学校教务部

门签字及盖章）； 

（3）英语 CET-4/6 成绩单； 

（4）各类获奖证书、已发表论文等其他证明材料； 

（5）学生证（在读学期需注册完整）、学信网《教育部学籍

在线验证报告》； 

（6）需要两名所学专业领域副教授以上职称专家推荐信。 

2.营员选拔 

学院根据营员名额和网上报名情况进行初步筛选，并通过学

院网站（http://agronomy.sdau.edu.cn/）公示拟入营学生名单。

同意参加夏令营的申请者需在6月28日前与农学院联系人程老师

（leicheng@sdau.edu.cn, 0538-8242839）确认，未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相应程序的申请者视为自动放弃。 

3.资格审查 

报到时由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参加夏令营营员需携带以下材

料： 

（1）一寸免冠证件照 3张。 

（2）已在网上报名中提交的所有电子版材料原件。 

六、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6月 20 日-6 月 24 日。 

  七、活动安排 

报到地点：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北校区 4 号楼

329 房间） 

活动时间：2019 年 7 月 1 日-3 日 

夏令营活动日程安排（将根据报名情况进行局部调整）：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负责人 活动主持/协调

第一天 

8:00-8:30 

国重楼一

楼报告厅 

领导致辞 
介绍学校基本

情况 
相关领导 

张吉旺 

8:30-9:00 
介绍学院研究

生培养情况和

招生政策 
张吉旺 

9:00-10:30 招生专业介绍 
导师组组长或导

师代表 

10:30-12:00 
学术报告 1 
学术报告 2 
学术报告 3 

教师 1 
教师 2 
教师 3 

12:00-14:30  午餐及午休  

14:30-16:30 校史馆 
参观校史馆和

校园 
程蕾、研究生会 蓝孝新/刘莲 

16:40-17:20 
国重楼 
学实楼 

参观科研平台

和实验室 
科研中心人员 
各课题组教师 

张吉旺 

17:30-18:30 各实验室 
联系导师、在

读研究生与营

员交流 

联系导师和在读

学生 
程蕾 

第二天 

8:10-9:10 校本部 参观校园 研究生会 程蕾 

9:20-12:00 
国重楼一

楼报告厅 

学术报告 4 
学术报告 5 
学术报告 6 
学术报告 7 

教师 4 
在读研究生在读

研究生在读研究

生 

导师组长 

12:00-14:30  午餐及午休  

14:30-17:30 
国重楼一

楼报告厅 

营员汇报交流

（发言 2-3 分

钟/人，提问 1-2
分钟） 

教授委员会、导师

组长 
张吉旺 

17:40-18:00 
国重楼一

楼报告厅 

闭营仪式 
全体营员和联

系导师 
孔令让 张吉旺 

第三天 8:00-12:00  离营  
 

 

八、优惠政策 



1.学校将为全程参加夏令营并且考核合格的营员发放城际交

通补贴（需提供活动举办期间往返泰安的实名的交通凭证：普通

硬座火车票、汽车票）；为营员统一发放餐饮补贴；为营员提供

统一住宿（驻泰高校学生除外）；营员在校期间可免费上网；学

校将招募研究生志愿者为营员提供服务与帮助。 

2.我校将根据申请材料、专家组考核结果及入营表现进行综合

考核，评价等级为优秀、合格等等次。 

凡考核优秀的营员并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优先

拟录取为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无需再参加我校推免生复试。 

凡考核合格以上的营员，第一志愿报考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参

加全国统一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达到国家 A类考生进

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可优先参加复试录取。 

  九、考核方式 

  夏令营将以笔试、面试等形式对学生夏令营期间的学习成果、

英文表达能力、科研水平、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考核，并结合营员

学习成绩、英语四六级成绩，由我院专家打分后确定学生综合成

绩。 

  十、咨询方式 

  对本次夏令营有疑问者，可咨询我院负责教师(程老师，

0538-8242839)，咨询时间：工作日 8:30-11:30、14:30-17:30。 

十一、有关事项 

1.申请者的申请材料务必真实，如有不实，学校将取消其营

员资格，复试结果作废； 



2.营员必须遵守我校相关规定，在参加夏令营活动中服从统

一安排，保障自身安全；营员在夏令营期间和之后进行夏令营规

定项目之外的活动，比如登山旅游等活动，其一切人身和财务安

全全部由本人负责，与夏令营组织单位无关。 

3.营员报到后须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擅自离营者，我校将

不提供相关资助； 

4.夏令营活动期间营员要与学院签订安全协议书，学校为营

员统一购买交通及意外伤害险。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9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