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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

•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

•基基基基础础础础、、、、应用和推广研究三者的关系及案例应用和推广研究三者的关系及案例应用和推广研究三者的关系及案例应用和推广研究三者的关系及案例



� 华南农业大学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全国重点农业高华南农业大学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全国重点农业高华南农业大学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全国重点农业高华南农业大学是华南地区唯一的全国重点农业高

校校校校，，，，有百年办学的历史有百年办学的历史有百年办学的历史有百年办学的历史。。。。

�是以农业科学为优势是以农业科学为优势是以农业科学为优势是以农业科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生命科学为特色生命科学为特色生命科学为特色，，，，农农农农、、、、工工工工、、、、

文文文文、、、、理理理理、、、、经经经经、、、、管管管管、、、、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

型大学型大学型大学型大学。。。。

一一一一、、、、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简介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简介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简介华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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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 ) ) 师生资情况师生资情况师生资情况师生资情况

教师科研人员结构图教师科研人员结构图教师科研人员结构图教师科研人员结构图

1250
（59.87%）

297（14.22%）

541（25.91%）

正高（人）

副高（人）

中级及以下（人）

正高正高正高正高

副高副高副高副高

中级及以下中级及以下中级及以下中级及以下

我校教职工我校教职工我校教职工我校教职工290029002900290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其中教师科研人员其中教师科研人员其中教师科研人员其中教师科研人员2088208820882088人人人人。。。。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36000
（90.77%）

3600
（9.08%）

60（0.15%）

本科生（人）

研究生（人）

留学生（人）

有全日制在校生有全日制在校生有全日制在校生有全日制在校生4.14.14.14.1万人万人万人万人，，，，其中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其中本科生 3.63.63.63.6万余万余万余万余
人人人人，，，，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36003600360036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来自来自来自来自29292929个国家的留学生个国家的留学生个国家的留学生个国家的留学生66666666人人人人。。。。

全日制在校学生结构图全日制在校学生结构图全日制在校学生结构图全日制在校学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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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68686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

� 4949494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 7777777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 5555个国家重点学科个国家重点学科个国家重点学科个国家重点学科

� 5555个农业部重点学科个农业部重点学科个农业部重点学科个农业部重点学科

� 14141414个广东省重点学科个广东省重点学科个广东省重点学科个广东省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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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介绍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介绍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介绍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情况介绍

科学研究领域覆盖我国主要农作物科学研究领域覆盖我国主要农作物科学研究领域覆盖我国主要农作物科学研究领域覆盖我国主要农作物、、、、畜禽与特种经畜禽与特种经畜禽与特种经畜禽与特种经

济动植物的遗传育种济动植物的遗传育种济动植物的遗传育种济动植物的遗传育种、、、、栽培饲养栽培饲养栽培饲养栽培饲养、、、、疫病防治疫病防治疫病防治疫病防治、、、、产后保鲜产后保鲜产后保鲜产后保鲜

与加工与加工与加工与加工、、、、质量标准与检测质量标准与检测质量标准与检测质量标准与检测、、、、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可持农业可持农业可持农业可持

续发展续发展续发展续发展、、、、农业工程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农业工程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农业工程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农业工程以及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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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与与与与与与与与
优优优优优优优优
势势势势势势势势

农业动植物良种选育农业动植物良种选育农业动植物良种选育农业动植物良种选育、、、、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

保鲜与贮运保鲜与贮运保鲜与贮运保鲜与贮运、、、、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人人人人

兽共患病防控兽共患病防控兽共患病防控兽共患病防控、、、、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质能源质能源质能源质能源、、、、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农药生物农药生物农药生物农药

、、、、环境保护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体制和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土地利用与规划等领域的科土地利用与规划等领域的科土地利用与规划等领域的科土地利用与规划等领域的科

研水平居华南地区的前列乃至全国研水平居华南地区的前列乃至全国研水平居华南地区的前列乃至全国研水平居华南地区的前列乃至全国

的前列的前列的前列的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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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科研项目与经费科研项目与经费科研项目与经费科研项目与经费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以来科研经费统计以来科研经费统计以来科研经费统计以来科研经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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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5555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个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

� 3333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3333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6666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160160160160多个科研平台多个科研平台多个科研平台多个科研平台

科研平台科研平台科研平台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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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培育出培育出培育出培育出“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华航丝华航丝华航丝华航丝
苗苗苗苗”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目前这些优目前这些优目前这些优目前这些优

质质质质、、、、高产新品种已在广东省及高产新品种已在广东省及高产新品种已在广东省及高产新品种已在广东省及
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积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积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积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100010001000多多多多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11111111月被科技部月被科技部月被科技部月被科技部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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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徐汉虹徐汉虹徐汉虹徐汉虹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徐汉虹徐汉虹徐汉虹徐汉虹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科技人才与科技人才与科技人才与科技人才与团队团队团队团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1111人人人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111人人人人

“长江学者长江学者长江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3333人人人人

“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特聘教授 8888人人人人

国家杰出青年国家杰出青年国家杰出青年国家杰出青年 2222人人人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5555人人人人

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千百十工程千百十工程千百十工程千百十工程”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5555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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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团队团队团队团队

1.1.1.1.“水稻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水稻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水稻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水稻功能基因组与分子育种”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

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刘耀光刘耀光刘耀光刘耀光、、、、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严小龙严小龙严小龙严小龙、、、、潘庆华潘庆华潘庆华潘庆华、、、、庄楚雄庄楚雄庄楚雄庄楚雄、、、、
刘向东刘向东刘向东刘向东、、、、廖红廖红廖红廖红、、、、郭晶心郭晶心郭晶心郭晶心、、、、穆虹穆虹穆虹穆虹、、、、丁效华丁效华丁效华丁效华

2.2.2.2.“重要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功能基因组学重要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功能基因组学重要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功能基因组学重要人兽共患病病原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

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朱兴全朱兴全朱兴全朱兴全、、、、陈化兰陈化兰陈化兰陈化兰、、、、廖明廖明廖明廖明、、、、郭霄峰郭霄峰郭霄峰郭霄峰、、、、陈金顶陈金顶陈金顶陈金顶、、、、刘刘刘刘
雅红雅红雅红雅红、、、、辛朝安辛朝安辛朝安辛朝安

3.3.3.3.“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研究团队

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核心成员：：：：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张桂权、、、、刘耀光刘耀光刘耀光刘耀光、、、、严小龙严小龙严小龙严小龙、、、、刘向东刘向东刘向东刘向东、、、、庄楚雄庄楚雄庄楚雄庄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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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研成果部分科研成果部分科研成果部分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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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小实蝇种群持续控制的基础及关键技术系统研究与应用桔小实蝇种群持续控制的基础及关键技术系统研究与应用桔小实蝇种群持续控制的基础及关键技术系统研究与应用桔小实蝇种群持续控制的基础及关键技术系统研究与应用

防控前防控前防控前防控前 防控后防控后防控后防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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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进进进进
步步步步
二二二二
等等等等
奖奖奖奖



培育出培育出培育出培育出“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华航一号”、、、、“培培培培

杂泰丰杂泰丰杂泰丰杂泰丰”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等优良品种，，，，目前这目前这目前这目前这

些优质些优质些优质些优质、、、、高产新品种已在广高产新品种已在广高产新品种已在广高产新品种已在广

东省及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东省及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东省及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东省及华南稻区累计推广面

积积积积1000100010001000多万亩多万亩多万亩多万亩，，，，2008200820082008年获广年获广年获广年获广

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水稻空间诱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应用水稻空间诱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应用水稻空间诱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应用水稻空间诱变育种技术研究与新品种选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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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疫预防与控制的研究新城疫预防与控制的研究新城疫预防与控制的研究新城疫预防与控制的研究

研制出的研制出的研制出的研制出的ND+H9ND+H9ND+H9ND+H9禽流感灭活疫苗禽流感灭活疫苗禽流感灭活疫苗禽流感灭活疫苗并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并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并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并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

于于于于2008200820082008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疫苗生产疫苗生产疫苗生产疫苗生产

新城疫苗制剂新城疫苗制剂新城疫苗制剂新城疫苗制剂

新城疫疫苗推广新城疫疫苗推广新城疫疫苗推广新城疫疫苗推广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鱼藤酮资源植物与鱼藤酮生鱼藤酮资源植物与鱼藤酮生鱼藤酮资源植物与鱼藤酮生鱼藤酮资源植物与鱼藤酮生
物农药的研究应用物农药的研究应用物农药的研究应用物农药的研究应用

研制出鱼藤酮环保增效型乳油研制出鱼藤酮环保增效型乳油研制出鱼藤酮环保增效型乳油研制出鱼藤酮环保增效型乳油，，，，首首首首
次创制出农药新剂型次创制出农药新剂型次创制出农药新剂型次创制出农药新剂型——鱼藤酮纳鱼藤酮纳鱼藤酮纳鱼藤酮纳

米微胶囊剂米微胶囊剂米微胶囊剂米微胶囊剂；；；；制备出鱼藤酮环糊精制备出鱼藤酮环糊精制备出鱼藤酮环糊精制备出鱼藤酮环糊精
包合物包合物包合物包合物、、、、微胶囊剂和微乳剂等环保微胶囊剂和微乳剂等环保微胶囊剂和微乳剂等环保微胶囊剂和微乳剂等环保
新剂型新剂型新剂型新剂型。。。。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禽流感灭活疫苗的研制与推广

该成果于该成果于该成果于该成果于200520052005200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科广东省科广东省科广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技进步一等奖技进步一等奖技进步一等奖。。。。据统计据统计据统计据统计，，，，仅仅仅仅2003200320032003年至年至年至年至2004200420042004年共推广灭活疫年共推广灭活疫年共推广灭活疫年共推广灭活疫

苗苗苗苗9999亿羽份亿羽份亿羽份亿羽份，，，，至少减少经济损失至少减少经济损失至少减少经济损失至少减少经济损失3.63.63.63.6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抗菌新药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药理和应用研究抗菌新药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药理和应用研究抗菌新药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药理和应用研究抗菌新药防治畜禽感染性疾病的药理和应用研究

在在在在19191919家兽药生产企业应用家兽药生产企业应用家兽药生产企业应用家兽药生产企业应用，，，，生产总值达生产总值达生产总值达生产总值达15.915.915.915.9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利润利润利润利润2.92.92.92.9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新增税收新增税收新增税收新增税收975975975975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创造外汇创造外汇创造外汇创造外汇895895895895万元万元万元万元，，，，2005200520052005

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瘦肉型猪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该成果已制订了该成果已制订了该成果已制订了该成果已制订了7777个行业标准个行业标准个行业标准个行业标准，，，，并在并在并在并在7777个大中型猪场推广应个大中型猪场推广应个大中型猪场推广应个大中型猪场推广应
用用用用，，，，直接经济效益超过直接经济效益超过直接经济效益超过直接经济效益超过2222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06200620062006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等奖等奖等奖。。。。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定位和粳型亲籼系的选育

该成果荣获该成果荣获该成果荣获该成果荣获2004200420042004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首次提出首次提出首次提出首次提出“
特异亲和基因特异亲和基因特异亲和基因特异亲和基因”的学术观点的学术观点的学术观点的学术观点。。。。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水稻新质型不育系水稻新质型不育系水稻新质型不育系水稻新质型不育系“YYYY华农华农华农华农AAAA”的选育及应用的选育及应用的选育及应用的选育及应用

不育系不育系不育系不育系“YYYY华农华农华农华农AAAA”是广东省第一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系杂是广东省第一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系杂是广东省第一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系杂是广东省第一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的三系杂

交水稻不育系交水稻不育系交水稻不育系交水稻不育系，，，，培育水稻华优组合培育水稻华优组合培育水稻华优组合培育水稻华优组合20202020个个个个，，，，累计推广累计推广累计推广累计推广1062.561062.561062.561062.56万亩万亩万亩万亩，，，，增增增增

产粮食产粮食产粮食产粮食4.284.284.284.28亿公斤亿公斤亿公斤亿公斤，，，，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农民增收21.0221.0221.0221.02亿元亿元亿元亿元，，，，节支节支节支节支2.132.132.132.13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总经济效总经济效总经济效总经济效

益益益益23.1523.1523.1523.15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06200620062006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果菜采后处理及贮运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利用果菜采后处理及贮运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利用果菜采后处理及贮运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利用果菜采后处理及贮运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利用

该成果通过与企业合作该成果通过与企业合作该成果通过与企业合作该成果通过与企业合作，，，，创立了创立了创立了创立了“大唐香蕉大唐香蕉大唐香蕉大唐香蕉”、、、、“粤旺蔬菜粤旺蔬菜粤旺蔬菜粤旺蔬菜”、、、、
“先一荔枝先一荔枝先一荔枝先一荔枝”等等等等3333个品牌个品牌个品牌个品牌。。。。三年来三年来三年来三年来，，，，进行了进行了进行了进行了1900190019001900多吨荔枝多吨荔枝多吨荔枝多吨荔枝、、、、11000110001100011000

多吨香蕉和多吨香蕉和多吨香蕉和多吨香蕉和19500195001950019500多吨蔬菜的贮运保鲜营销多吨蔬菜的贮运保鲜营销多吨蔬菜的贮运保鲜营销多吨蔬菜的贮运保鲜营销，，，，新增利润新增利润新增利润新增利润6564.36564.36564.36564.3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创汇创汇创汇创汇1002100210021002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2001200120012001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植物性杀虫剂的研制及推广应用植物性杀虫剂的研制及推广应用植物性杀虫剂的研制及推广应用植物性杀虫剂的研制及推广应用

研制出研制出研制出研制出10余个商品化余个商品化余个商品化余个商品化杀虫剂并实现杀虫剂并实现杀虫剂并实现杀虫剂并实现

产业化产业化产业化产业化，，，，累计防治面积达累计防治面积达累计防治面积达累计防治面积达8000多万多万多万多万亩亩亩亩，，，，

新增利新增利新增利新增利润润润润12.3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04200420042004年获广东省年获广东省年获广东省年获广东省

专利金奖专利金奖专利金奖专利金奖。。。。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该成果在广东该成果在广东该成果在广东该成果在广东、、、、广西广西广西广西、、、、江西和湖南共应用推广了江西和湖南共应用推广了江西和湖南共应用推广了江西和湖南共应用推广了700

多万多万多万多万亩亩亩亩，，，，新增经济效益新增经济效益新增经济效益新增经济效益11亿元亿元亿元亿元，，，，节本节本节本节本3.7亿元亿元亿元亿元，，，，2006200620062006年荣年荣年荣年荣

获中国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中国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中国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中国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体系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体系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体系南方红壤地区旱作农业节水耕作及配套技术体系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三三三三、、、、基础基础基础基础————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推广推广推广推广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三者的关系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

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

生产应用生产应用生产应用生产应用

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

攻攻攻攻关计划关计划关计划关计划

转化资金转化资金转化资金转化资金

跨越跨越跨越跨越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应用指导应用指导应用指导应用指导

学科前沿学科前沿学科前沿学科前沿

或生或生或生或生产上的问题产上的问题产上的问题产上的问题

技技技技术创新术创新术创新术创新

新新新新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产品开发

配套技配套技配套技配套技术术术术

农民农民农民农民（（（（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学
科
发
展
新
的
问
题

生
产
上
出
现
新
的
问
题

基础 应用 推广研究三者关系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1111、、、、农业大学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农业大学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农业大学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农业大学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研究和推广研究的意研究和推广研究的意研究和推广研究的意研究和推广研究的意义义义义

� 农业大学科学研究系统本身的必然要求农业大学科学研究系统本身的必然要求农业大学科学研究系统本身的必然要求农业大学科学研究系统本身的必然要求

� 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农业大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

� 农业大学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有效手段农业大学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有效手段农业大学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有效手段农业大学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有效手段

� 农业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对这三类研究进行合理安排和有对这三类研究进行合理安排和有对这三类研究进行合理安排和有对这三类研究进行合理安排和有

效控制效控制效控制效控制，，，，做到做到做到做到 “多条腿走路多条腿走路多条腿走路多条腿走路”的的的的协调与平协调与平协调与平协调与平

衡衡衡衡，，，，我我我我们的做法是们的做法是们的做法是们的做法是……



SCAU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2222、、、、实施分类管理实施分类管理实施分类管理实施分类管理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瞄准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与国际前沿领瞄准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与国际前沿领瞄准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与国际前沿领瞄准国家科技战略需求与国际前沿领

域域域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要通过基础研究改造要通过基础研究改造要通过基础研究改造要通过基础研究改造、、、、深深深深

化化化化、、、、提升传统学科提升传统学科提升传统学科提升传统学科，，，，促进学科建设上层次促进学科建设上层次促进学科建设上层次促进学科建设上层次、、、、上水平上水平上水平上水平。。。。

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贡献求发展以贡献求发展以贡献求发展以贡献求发展，，，，面面面面

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集成创新集成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引进消引进消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突出解决农业产业发展中的重突出解决农业产业发展中的重突出解决农业产业发展中的重突出解决农业产业发展中的重

大关键技术问题大关键技术问题大关键技术问题大关键技术问题，，，，力争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力争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力争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力争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

导和引领作用导和引领作用导和引领作用导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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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 三个推三个推三个推三个推进进进进

� 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推进农业大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推进农业大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推进农业大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推进农业大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 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 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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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 两两两两个拓展个拓展个拓展个拓展

� 立足广东立足广东立足广东立足广东，，，，放眼全国放眼全国放眼全国放眼全国，，，，拓展产学研合作区域拓展产学研合作区域拓展产学研合作区域拓展产学研合作区域

� 联合企业联合企业联合企业联合企业，，，，振兴产业振兴产业振兴产业振兴产业，，，，拓展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展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展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展产学研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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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四个四个四个结合结合结合结合

� 结合科技展览结合科技展览结合科技展览结合科技展览，，，，宣传推介学校科技成果宣传推介学校科技成果宣传推介学校科技成果宣传推介学校科技成果

� 结合科技下乡结合科技下乡结合科技下乡结合科技下乡，，，，推动科技成果进村入户推动科技成果进村入户推动科技成果进村入户推动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 结合人才培训结合人才培训结合人才培训结合人才培训，，，，培养农村科技成果转化骨干培养农村科技成果转化骨干培养农村科技成果转化骨干培养农村科技成果转化骨干

� 结合信息技术结合信息技术结合信息技术结合信息技术，，，，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

3333、、、、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



开创开创开创开创“温氏温氏温氏温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基础研究 开展鸡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开展鸡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开展鸡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开展鸡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的研究，，，，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了肉鸡品种基因库了肉鸡品种基因库了肉鸡品种基因库了肉鸡品种基因库

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 育成新兴矮脚黄鸡育成新兴矮脚黄鸡育成新兴矮脚黄鸡育成新兴矮脚黄鸡、、、、新兴黄鸡新兴黄鸡新兴黄鸡新兴黄鸡ⅡⅡⅡⅡ号等号等号等号等35353535
个纯系个纯系个纯系个纯系。。。。

1992199219921992年年年年，，，，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签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签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签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订合作协议订合作协议订合作协议，，，，至今已持续合作至今已持续合作至今已持续合作至今已持续合作18181818年年年年。。。。

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 推进肉鸡产业化开发推进肉鸡产业化开发推进肉鸡产业化开发推进肉鸡产业化开发，，，，现年产肉鸡现年产肉鸡现年产肉鸡现年产肉鸡1111亿多只亿多只亿多只亿多只。。。。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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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域合作领域合作领域合作领域
不断扩大不断扩大不断扩大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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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氏集团年产值从合作前的温氏集团年产值从合作前的温氏集团年产值从合作前的温氏集团年产值从合作前的0.40.40.40.4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发展到发展到发展到发展到2008200820082008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170170170170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

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合作层次不断提高

系系系系 温氏温氏温氏温氏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温氏温氏温氏温氏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温氏温氏温氏温氏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畜牧系畜牧系畜牧系畜牧系

动科学院动科学院动科学院动科学院

动科动科动科动科、、、、兽医兽医兽医兽医、、、、
资环资环资环资环、、、、园艺园艺园艺园艺、、、、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经管等经管等经管等经管等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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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应用研究 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推广研究

基基基基础研究础研究础研究础研究

学术水平学术水平学术水平学术水平

社会贡献和影响力社会贡献和影响力社会贡献和影响力社会贡献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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