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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3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3 年度本科教学工作概要 

2013 年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紧密围绕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方向，以提高教学质

量为核心，扎实推进常规教学工作和专业建设，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各项工作稳步提高。本年度学院认真执行学校和学院相关教学管理规定，加大教研活动

管理力度，严格教学全程监控和管理，稳步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共开设面向全校 24 个

本科专业，55 门次课程，全年无教学事故。学院加强与兄弟院校专业建设交流和专题

调研，多次讨论修改教学大纲，提升我院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体系。在课程建设和教改

方面，3 门课程获得校级本科教育重点课程建设项目资助，2 门结题验收，1 门被评为

校级精品课程，主编和参编教材 4 部，3 项教学成果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发表教

学研究论文 11 篇。本年度 35 项 SRTP 通过结题，4 项被评为学校优秀项目，栗孟飞指

导的 1 项科研训练被推荐参加首届全国植物生产类全国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获得优秀

论文二等奖，有 2 项立项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各专业积极开展校外教学

实习，科研反哺教学，加强毕业实习质量管理，举办“生命科学‘三基’知识竞赛”、邀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术报告等一系列活动，提升实践教学内涵和质量，拓宽学生知识面和

视野。学院积极争取经费，加强实验室平台建设。本年度新进专业教师 1 名，2 名教师

分别入选学校“伏羲杰出人才培育计划”和“伏羲青年英才培养计划”人选；4 名教师赴国

内知名大学进修和国外访学；2 名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 

二、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一）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3年教师基本情况 

学院

师资

情况 

合计 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专任教师学历结构 

教职工总数 专任教师数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他 博士 硕士 本科 其他 

53 40 11 12 15 2 19 18 3  

比例% 27.5 30.0 37.5 5.0 47.5 4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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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3年学生基本情况 

表 1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3年在校学生人数一览表 

专业名称 合计 2013级 2012级 2011级 2010级 

生物技术（动物） 193 55 55 41 42 

生物技术（植物） 246 55 56 73 62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227 59 57 54 57 

生物技术（生物质能） 168 55 56 57 0 

合  计 834 224 224 225 161 

 

表 2  2013年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 

年级 

参与 SRTP项目 参加学科竞赛获奖数 发表论文数 发明

专利

数 

其他 

获奖 人数 
占总学

生比例 
国家级 省部级 校级 

SCI等

期刊 

核心 

期刊 

一般 

期刊 

2010 42 27% 1 3       

2011 40 18%  4 3      

合计 82 22.5%  10       

 

表 3  2013 届毕业生毕业率、学位授予率一览表 

专业 毕结业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学位授予人数 学位授予率（%） 

生物技术（动物） 43 41 95% 40 93%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55 54 98% 52 95% 

生物技术（植物） 60 57 95% 56 93% 

合  计 158 152 96% 14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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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3届毕业生大学外语四、六级通过情况一览表 

专业 毕业生数 四级通过人数 通过率% 六级通过人数 通过率% 

生物技术（动物） 43 19 44.2% 3 7%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55 25 45.5% 4 7.3% 

生物技术（植物） 60 24 40% 4 6.7% 

 158 68 43% 11 7% 

 

表 5  2013届毕业生大学考研率一览表 

专业 毕结生数 考研人数 考研率（%） 

生物技术（动物） 43 12 28%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55 8 15% 

生物技术（植物） 60 8 13% 

合计 158 28 17.8% 

 

表 6  2013年教学管理常规工作数据统计表 

常规工作内容 人数 

授予普通高校毕业生学位 148 

授予普通高校毕业生学历证书 152 

休学 2 

复学 2 

1+2+1回国 2 

转专业 6 

参军 2 

延长学习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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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基本情况 

表 1  2013年本科专业基本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获批时间 
特色专

业 

在校生

数 
教师人数 生师比 

1 生物技术（动物） 070402 2000 年  181 8 22.6 

2 生物技术（植物） 070402 
1994 年（专

科） 
 245 16 15.3 

3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070402 2003 年  229 8 28.6 

4 生物技术（生物质能） 070402 2010 年  166 8 20.8 

合计 4 个    821 40 21.8 

 

表 2  2013年本科专业招生就业等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招生数 
毕业

生数 
毕业率 

学位授

予率 
考研率 就业率 

四级通 

过率 

六级通 

过率 

1 生物技术（动物） 55 43 95.3% 93% 27.3% 50% 

36% 4.4% 
2 生物技术（植物） 55 55 98% 94.5% 14.5% 36.4% 

3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59 60 95% 93.3% 13.3% 30% 

4 生物技术（生物质能） 55      

 

表 3 2013年课程开设情况 

 合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承担课程人数 40 11 12 15 2 

开课门次 55 12 25 16 2 

学时数 5784 1120 2168 2316 180 

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11 3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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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机构及设施基本情况 

表 1  2013年系（教研室）基本情况 

系 

（教 

研 

室） 

序号 名称 对应本科专业名称 承担课程门次 

1 动物生物技术系 生物技术（动物） 14 

2 植物生物技术系 生物技术（植物） 18 

3 生物制品系 生物技术（生物制品） 9 

4 生物质能系 生物技术（质能） 6 

合计 4 4 47 

 

表 2  2013 年实验中心（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 

验 

中 

心 

（ 

实 

验

室） 

序号 名称 
序

号 

功能室 

名称 

承担

实验 

项目

数 

面积

（㎡） 

设备数

（台/件） 

人时

数 

1 
植物生物技术实

验室 

1 植物学室 9 100 45 19800 

2 植物生理学室 23 120 48 25126 

3 基础生物化学室 7 90 35 1160 

4 植物遗传学室 45 120 88 17150 

2 
动物生物技术实

验室 

1 动物学室 18 180 64 960 

2 动物生理学室 18 36 35 1728 

3 动物生物化学室 9 45 32 1494 

4 动物遗传学室 8 45 12 1710 

5 动物细胞工程室 5 20 14 0 

3 生物制品实验室 1 生物制品室 24 45 8 400 

4 生物质能实验室 1 生物质能室 0 45 35 0 

合计 4 
合

计 
11 166 846 416 6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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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年时间教学基地基本情况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序号 名称 实习本科专业名称 

年度

接纳

人次 

位置/地址 

1 
甘肃万洲健顺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动物）、生物

技术（制品） 
97 安宁区 

2 
定西市旱作农业

科研推广中心 
生物技术（植物） 61 定西市 

3 
渭源县田地中药

材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技术（植物）、生物

技术（制品） 
117 渭源县 

4 
甘肃顺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制品）   张掖市  

5 
甘肃天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制品） 56 安宁区 

6 

永登立凯中药材

专业合作社杜葛

草药鸡生态养殖

基地 

生物技术（动物） 41 永登县 

合计 6  372  

 

（五）2013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期考核名单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加人 项目类别 

动物生物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体系与模式的创新

与改革实践 

何玉琴 刘英、刘发央、刘霞、 

杨志杰 

一般项目 

 

（六）2013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参加人 项目类别 

《试验设计与 Design-Expert、SPSS应用》

教材及课程体系建设 

徐向宏 徐向宏 崔岘 陈德蓉 王

清 郭凤霞 

校级一等奖 

植物基因工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司怀军 王丽、姜寒玉、张峰 校级一等奖 

动物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与实践 

何玉琴 何玉琴 刘英 刘发央 刘

霞 杨志杰 

校级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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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3年度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汇总表 

序号 论 文 名 称 刊 物 卷 期 第一作者 

1 
新型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研究 ——以

甘肃省为例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3,(5)： 17-20 程宏波 

2 农村沼气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科技咨询，2013, (27): 116 岳效飞 

3 强化学生班级党支部建设体会与实践 科技资讯,2013, (28): 245-247 文晓洪 

4 
浅论学分制下如何做好大学班主任工

作 
科技资讯,2013, (28): 115-156 马小鹏 

5 
我国植物组织培养的发展现状与应用

前景 

首届全国植物组织培养卢快速繁殖

技术交流论坛会刊,2013,95 
李胜 

6 
植物组织培养快速繁殖常见的问题与

解决的方案 

首届全国植物组织培养卢快速繁殖

技术交流论坛会刊,2013,99 
李胜 

7 
动物生物技术专业实验课程教学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 
甘肃科技,2013,29（21）：79-80 何玉琴 

8 高校教学秘书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建议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3，(28),4 曹友桂 

9 
生物制品专业综合性实验教学改革与

探索 
生物学杂志, 2013, 30(2): 98-102 栗孟飞 

10 

不同水分条件下源库调节对小麦营养

器官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籽粒千粒重

的影响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2013,24(7): 

1879-1888 

 

杨德龙 

11 
不同水分环境条件下小麦 IL 群体产

量相关性状遗传和关联性分析 

华北农学报，2013，28 ( 4 ) : 5 3-61 

 
杨德龙 

 

（八）重点课程建设 

表 1  2013年学院本科教育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资助经费（元） 

专业基础课 植物发育生物学 孙萍 6000 

公共选修课 SPSS 的应用 徐向宏 2000 

公共选修课 药用植物识别及应用 栗孟飞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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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年本科教育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情况一览表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检查结果 

生物制品学 杨学山 通过 

动物胚胎与细胞工程 何玉琴、杨志杰 通过 

 

表 3  学院 2013年本科教育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结题验收一览表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检查结果 

基因工程 司怀军 校级精品课程 

生物技术制药 杨德龙 通过 

 

（九）实践教学 

表 1  2013届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一览表 

序号 专业 学生姓名 题    目 指导教师 
毕业论文成

绩 

1 生物技术（制品） 李菁华 

低温对桃儿七鬼臼毒素

生物合成中关键酶活性及

基因表达的影响 

李唯 优秀 

 

表 2  2013 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 

姓名 李唯 学院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职称        教授 专业 植物生物技术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情况： 杨欣、李菁华、蔺文录、孙浚超 

姓名 张霞 学院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职称       副教授 专业 动物生物技术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情况： 冯旭、辛筱筱、张艺千、刘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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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年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表 3.1  2013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学生一览表 

参赛队员 所在班级 获奖等级 

曹汉威 2010制品 一等奖 

 

表 3.2  2013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学生一览表 

参赛队员 所在班级 获奖等级 

李鹏红、黄文峰、王瑞平 
2011质能、2012植物、

2010食质 
甘肃省二等奖 

 

表3.3  2013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览表 

参赛队员 所在班级 获奖等级 

南玉菲 2011质能 二等奖 

 

表 4  2013 年校级各类竞赛获奖学生一览表 

学生姓名 年级、班级 获奖名称 获奖等次 获奖级别 发奖单位或组织名称 

杜登飞 2011动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一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焦润安 2011质能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一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黄  慧 2011植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二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杨鹏芳 2011制品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二等奖 院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杜逢春 2012动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二等奖 院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禄凌飞 2012质能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赵园红 2011质能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理学院 

刘应祥 2011制品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院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郑凯强 2011动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院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孙宗贤 2011植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苏小梦 2011植物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三等奖 校级 教务处、学生处、生科院 

李鹏红 2011质能 化学知识竞赛 一等奖 院级 学生处、理学院 

杜登飞 2011动物 化学知识竞赛 二等奖 校级 学生处、理学院 

郑彦丽 2012质能 化学知识竞赛 三等奖 校级 学生处、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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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年度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优秀项目统计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指导教师 

项目组主持人及成员姓名/学号 

主持人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1 
牦牛小肠组织形态学

观察 
20120814 刘霞 何妍 辛筱筱 邓冰洁   

2 
马铃薯叶片遗传转化

体系的优化 
20120817 

司怀军 

文义凯 
杨进文 张莉 张金保   

3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

胡麻碳代谢关键酶及

干物质生产的影响 

20120828 吴兵 燕虹 安汶铠 庞耀辉 姜有光 
赵 万

鹏 

4 

干旱胁迫条件下小麦

茎干含糖量的动态变

化规律及其籽粒灌浆

特性研究 

20120831 杨德龙 张艳 韩珍振 石彩艳 周利强  

 

表 6  2013 年甘肃农业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指导教师 

201210733008 

基于线粒体 cytb基因

的黄河上游极边扁咽

齿鱼种群遗传结构 

任静 
朱文博,  耿兰兰,司

秀珍,谢超超 
苏军虎 

201210733009 
西兰花萝卜硫素抗癌

药物设计与生产 
付瑞军 

俞梦嫣,杜毅超,杨伟

红,谢超超 ,龚美成 
李胜 

 

（十）教材建设 

表 1  2013年教材出版情况表 

教材名称 主编 副主编 参编 出版时间 出版社 

田间试验与统计分

析（第三版） 
明道绪 徐向宏  2013.7 科学出版社 

动物细胞工程学 邓宁  杨志杰 2013.10 科学出版社 

甘肃药用植物栽培 陈垣  郭凤霞 2013.3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蜱类学 刘敬泽，杨晓军   2013.7 中国林业出版社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9%99%88%E5%9E%A3&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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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省部级规划教材立项申请汇总表 

教 材 名 称 主编 项目类型 出版社 备注 

动物生理学 何玉琴 规划教材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省部级规划教材 

 

（十一）教学评价 

2012-2013 学年第二学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前 50 名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师名单 

教师姓名 全校排名 学院排名 

马绍英 1 1 

魏小红 29 2 

杨志杰 29 2 

张琼 40 4 

王建平 45 5 

 

（十二）公共选修课开设情况 

表 1  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开设公选课情况一览表 

课程名称 学时 课程门类 开课对象 限制人数 任课教师 

药用植物识别及其应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00 栗孟飞 

SPSS的应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40 徐向宏 

世界广告经典案例 32 其他 全校本科生 140 文义凯 

转基因生物安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40 陈菁菁 

植物生物技术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20 李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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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4 学年第一学期开设公选课情况一览表 

课程名称 学时 课程门类 开课对象 限制人数 任课教师 

转基因生物安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40 陈菁菁 

SPSS的应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40 徐向宏 

野生动物保护与欣赏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50 刘发央 

生态旅游与景观资源鉴赏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20 杨晓军 

经济动物观赏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20 王海芳 

可再生能源概论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20 权丽娟 

植物漫谈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20 刘媛 

药用植物识别及其应用 32 自然科学类 全校本科生 140 栗孟飞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 完善专业建设思路和措施，提升教学质量 

明确本科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方向，着力打造我院农业生物技术专业特色；完善人

才培养方案和优化课程体系，明确专业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实验

室、实验教学平台和实习基地建设；严格教学过程管理，确保教学质量；通过内培外引，

整合教师资源，形成优良的教学团队。全方位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2. 以教学研究与改革为核心，提高专业办学水平 

学院形成了学院、系和课程教研组三级教学改革研讨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学研究与

改革讨论，以课程建设为基元，由点到面，及时修订教学大纲，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

重视学校教学研究和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目前，我

院植物、动物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品专业课程体系日趋成熟，而新办专业生物质能专业课

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加强课程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司怀军主持的

《基因工程》获得校级精品课程，杨德龙主持的《生物技术制药》通过重点课程结题验

收，杨学山主持的《生物制品学》，何玉琴、杨志杰主持的《动物胚胎与细胞工程》通

过重点课程中期检查，孙萍主持的《植物发育生物学》，徐向宏主持的《SPSS 的应用》，

栗孟飞主持的《药用植物识别及应用》获得重点课程立项资助，徐向宏主持的《试验设

计与 Design-Expert、SPSS 应用》教材及课程体系建设，司怀军主持的《植物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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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何玉琴主持的《动物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材建设方面，2013 年何玉琴老师担任主编

的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生理学》教材通过了省部级规划教材项目审批；公

开出版的教材有徐向宏担任副主编的《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第三版）》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郭凤霞参编《甘肃药用植物栽培》，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杨志

杰参编的《动物细胞工程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刘敬泽、杨晓军主编《蜱类学》，

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计划出版一批“高等农林院校生命科学

类基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教材，目前已启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生物

统计学》、《植物生理学实验》、《遗传学实验》4门课程教材的编写工作，我院教师分别

担任 2个主编和 2个副主编。此外，在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全校教师讲课大赛中徐向宏、

孙萍、刘霞进入决赛。 

3. 以青年教师为主要对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通过内培外引，积极争取学校政策和经费支持，通过选送教师到相关专业方向

的知名院校和研究所学习，以保证教学质量；积极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

队伍；鼓励本专业教师加强自身学习，积极报考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自学新增专业课程；

与国内外相关专业院校加强技术交流，开展学者互访，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2013

年度我院司怀军教授入选学校“伏羲杰出人才培育计划”，杨德龙副教授入选“伏羲青

年英才培养计划”人选；为生物质能专业新进专职教师 1名，毕业于昆明理工理工大学

微生物学专业；张峰教授和杨德龙副教授分别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进行为期 1年的访学；王旺田和权丽娟讲师分别赴上海交大、中国农业大学进修生

物质能专业相关课程，对学院年青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青年教

师王海芳、孙萍取得博士学位，青年教师岳效飞、陈菁菁分别考入甘肃农业大学作物遗

传育种专业、蔬菜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4. 以实践教学为依托，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我院通过校企联合方式，建立了 6个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甘肃万洲健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定西市旱作农业科研推广中心，渭源县田地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顺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天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登立凯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杜葛草药鸡生态养殖基地），各教学基地每年约接收 150 人左右教学实习等任务，提高

了学生对专业知识转化为企业生产实践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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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组织申报和管理 SRTP 项目，积极调动学生实践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本年度共有 35 项 SRTP通过结题评价。其中刘霞指导的《牦牛小肠组织形态学

观察》，司怀军指导的《马铃薯叶片遗传转化体系的优化》，吴兵指导的《不同旧膜利用

方式对胡麻碳代谢关键酶及干物质生产的影响》，杨德龙指导的《干旱胁迫条件下小麦

茎干含糖量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籽粒灌浆特性研究》共 4项被评为学校优秀项目，在首

届全国植物生产类全国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中，栗孟飞讲师、李唯教授共同指导的、11

级生物技术（植物方向）专业苏小梦、王佳婷主持参赛的论文、展板“桃儿七鬼臼毒素

积累与土壤元素相关性分析”分别获得二等奖、学生最喜欢的实践创新项目奖项，李胜

老师主持的《西兰花萝卜硫素抗癌药物设计与生产》，苏军虎老师指导的《基于线粒体

cytb 基因的黄河上游极边扁咽齿鱼种群遗传结构》两项 SRTP 立项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项目。 

学院加强毕业实习质量监管，严格过程管理。2013年共有生物技术（动物），生物

技术（植物），生物技术（制品）三个专业毕业生共 158人，有 29名教师参与毕业实习

指导。学生依据兴趣，师生互选，一人一题。经过选题审批、开题和毕业答辩等教学环

节，显著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教学实验室条件薄弱的现状，学院多方争取资金和项目，改善实验室硬件条件，

生物质能专业实验室今年获得学校 50 万元专项资金，实验设备仪器已配备到位，生物

质能专业实验室硬件条件得到了基本保障。另外，学院争取学校资金支持，学院自筹配

套经费，改善动物学、动物生化、动物生理学实验室硬件条件。 

5.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学风建设 

为了加强大学生对生命科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学院承办了第二届甘肃农业大学“生命科学‘三基’知识竞赛”活动、第

三届 “聚焦话筒，播音主持”主持人大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风采展示大赛，“飞扬

生科”院内辩论赛，生物科技周等一系列活动。学院精心组织承办甘肃农业大学第二届

“生命科学‘三基’竞赛”。 本次生命科学“三基”知识竞赛初赛环节共有来自 7 个学院

400 多名同学报名参加，内容涉及植物学、基础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动物

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等课程，通过这次活动巩固了同学们的基础知识，营造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通过主持人大赛选手们展示了各自独具艺术魅力的主持风格，展现了我院大

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使学生才艺得到锻炼和发展。通过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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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让学生们认识到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培养生涯规划意识，形成正确的成才观、择

业观、就业观。学院经过组织“飞扬生科”院内辩论赛后组建的辩论队在甘肃农业大学

第十一届“演协杯”辩论赛中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代表队获得季军，通过积极组织辩论赛，

对于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善于辨析的能力，提高大学生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领悟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数学建模竞赛中，我院 2010 级学生曹汉威同学获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6.以科研反哺教学，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本年度学院教师申报各类科研项目获得资助 16 项，其中包括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1 项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3 项省农牧厅项目，3 项省科技厅项目，1 项省财政厅项

目等，新增科研经费 237 万元，目前学院到账科研经费 150.8 万元。2013 年学院教师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66 篇，其中 SCI 论文 8 篇，41 种优势学科论文 9 篇，CSCD

核心库论文 17 篇。王旺田获地方标准“秦安花椒 DB62/T 1819-2013”。何玉琴获发明专

利“一种用于防治鱼类肝胆综合症的复合饲料添加剂”。以上这些在研项目将为我院毕业

实习、SRTP 和实验室建设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据统计，我院所有科研项目都有本科

生不同形式的参与，这一平台已成为我院学生系统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形式。 

7.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地位，开展常规教学环节 

学院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在认真执行学校相关教学管理文件的基

础上，还认真执行学院制定的《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试行）》、《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听课制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系主

任岗位职责》、《生命科学技术技术学院教学系（教研组）工作条例》、《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实验室主任岗位职责》中的有关规定，学院通过多次召开专题教学工作会议，做到各

项教学工作有计划、有布置、有落实、有总结，确保教学工作严谨规范，全无教学事故

发生。为保证教学过程的正常运行，确保教学质量，除学校层面的质量监控外，学院还

建立了院级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组建了学院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等机构。定期

对重点教学环节进行监控，如开学检查，主要针对教师到位情况、教案和其它教学资料

的准备情况；期中教风和学风检查，主要针对课堂教学秩序、教师答疑、教师和学生对

教风和学风的意见的收集等；平时不定期听课督导，主要检查教师教案、讲授内容、师

生互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期末考试检查主要针对出卷、阅卷、归档等工作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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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认真执行学校试卷出卷审批程序，严格遵守试卷保密制度。以系为单位做好试卷

归档工作，学期初系主任进行第一次检查，然后由教学秘书、主管教学的院长进行第二

次检查，也确保试卷无错误；实践教学监控主要针对 SRTP、教学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等实践教学，不仅学院制订了相关规章制度，各专业还根据各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这些教学要求和教学质量标准制定，对稳定和提高教学质量

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此外，学院领导组织教学骨干教师，到省内兄弟院校（兰州大

学、西北民族大学等）调研，积极探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开拓教学视野。通过以上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日常监控及运行，学院全年本科教学井然有序，大部分课程教

学评价优秀，教师教风和学生学风有明显改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8.以市场为导向，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毕业生 

我院 2013 年生物技术植物、动物、制品三个专业方向共有毕业生 158 人，其中 152

人取得毕业证，毕业率为 96%，148 人获得学位, 授学位率为 94%，28 人考上研究生，

考研率为 17.8%，其中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09 级生物技术（植物）班的雷天翔以 351 分

的成绩顺利考入中科院西北高原细胞生物研究所。本科生初次就业率为 34%，年底就

业率为 81.7%，各用人单位对本科生评价较好。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1.我院新开专业生物技术（质能）师资力量薄弱，实验室建设正在进行，加强生物

技术（生物质能）专业建设主要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专业实验室、引进和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为重点，以提高新办专业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加强专业综合改革力度，全面推进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提高全院教师的教学水平。

争取在重点课程建设、教学研究、编写教材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3.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和建设，进一步整合学院的实验室资源，补充部分实验设备和

仪器，扩大实验室的开放程度。 

4.进一步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充分发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功能，以提高大学

生的实践技能。 

5. 积极督促项目主持人按时完成项目，鼓励和带动青年教师参与科学研究，以增

强我院的科研实力。整合学院资源，进一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形成具有优势和特色的

科研团队。鼓励和支持学院广大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科

研项目鉴定及获奖方面有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