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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建设总体情况

（一）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2018 年度贵州大学植物保护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各项工作达到预

期目标。

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引进青年长江学者 1 名，引进国内外优

秀博士 5 人；1人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1人入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 人入选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十”

层次 2 人、“百”层次 2人）；2 人入选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科学研究成果取得突破。“防治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绿色新农药

新制剂的研制及应用”成果通过中国农学会组织科技成果评价会，包

括9 位院士在内的专家组评价意见为构建了针对作物主要病虫害的、

完整的新农药创新链，以创制农药、高工效制剂、航空植保等为核心

技术，制订了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5项，集成化学防控、高工效施

药及航空植保等技术，形成了病虫害防控技术模式，实现大面积推广

与应用。该成果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农药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农业绿色发

展,整体达国际领先水平。

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 1项、新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4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项，子课题 17项，省部级项目

74项；发表 SCI 论文 142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 24篇，二区论文

20 篇， ESI 高被引论文 1篇；出版专著 1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24件；

获省部级科技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人才培养业绩突出。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培养博士研究生 6 人，硕士研究生 63人，本科生 137 人。

社会服务亮点纷呈。助力贵州脱贫攻坚，创建了“博士村长”典



型经验。为贵州茶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生态水稻、精品水果等特

色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主持实施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技

术合作项目，举办农民田间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成效显著。积极

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承担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项目，

为中国农药绿色发展提供战略决策；编著《中国农药典》《中国农药

研究与应用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药卷》，服务我国农药减

量增效、绿色防控。建成作物病虫害防控示范基地 32个；培训基层

技术人员 1200 人次、农户 20000 余人次。

国际合作交流广泛。开展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和研究生联合培

养。承办国际高端学术会议 1 次，国内学术会议 15 次。现有在学国

际交换生 16人，国内短期访问 21人。

平台建设上新台阶。西南作物病虫害持续控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首批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二）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2018 年度到位学科建设资金累计 2709 万元，预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执行完成。

强力推进学科基础设施建设，购置了一批先进仪器设备，2018

年完成了 24 套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场地准备、安装调试和验收等工

作，设备价值 1744 万元，进一步完善了学科支撑平台，有力地支撑

了创新性科学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等学科建设工作的开展。建成修

文、息烽猕猴桃病虫害防控示范基地 2 个。在息烽建成了占地 4800

亩的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为植物保护学科及相关学科本科生及研究生

教学实习及生产实习和科研实践提供了支撑。

二、学科制度建设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了以书记、校长为组长的“双一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和全面指导一流学科的管理与绩效考核。制订出台了《贵州

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与管理办法》（贵大发〔2018〕83 号），对一流

建设学科实行特区政策，在人、财、物上开辟绿色通道。

（二）考核评价机制

1.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2018年，植物保护学科及培养单位对人才培养体系、管理体系、

评价体系等工作进行了梳理。聘请学科领域及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国内

知名专家，分别对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及依托的二级单

位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现场评审，学科和培养单位在人才培养质量

上获得高度认可，对学科率先在校内提高培养质量标准、过程考核淘

汰率等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2.教师考核及职称评聘

深化岗位分类管理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各类人才的资源保

障机制，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岗位责任意识，充分调动广大教职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设置 A、B、C 和 D等四个类别的特岗及青年英

才计划岗位，强化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鼓励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3.学术科研评价

自 2018 年开始，学校改革原有的导师遴选制为导师招生资格年

审制，从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在学校给出的年审条件之上，学科

提出了更高的导师年审标准，从师德师风、培养质量、成果产出、项

目水平等方面对拟招生导师进行年审，尤其是以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年

审的重要权重指标，提升了导师指导学生、承担科研的动力。



4.学科评价方法

根据《贵州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绩效考核办法》，绩效考核分为绝

对绩效考核和相对绩效考核两个部分，遵循“分步实施、分类评价、

聚焦重点、突出业绩”原则，包括年度评价、终期考核和期满验收。

通过建设绩效考核，形成激励先进、优胜劣汰的建设机制。

5.学科自我调整机制

学校 2018 年 7 月 4 日印发《贵州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

细则》，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状况，进行学科的增列和

撤销。植物保护世界一流学科结合当前贵州省“大扶贫”战略需求，

正在开展专业学位教育，密切服务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

三、学科工作开展情况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1.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认真落实《贵州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3）》（贵大发〔2018〕124 号） “坚持以本为本，推动

四个回归”。 2018 年度获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和二等奖各 1 项。本科就业率年均超过 98%，考研录取率超过 1/3，

部分同学被国内名校录取。提升本科生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优秀本科

生进实验室，增强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2. 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提升植物保护一流学科研究生生源质量，2018 年 7 月学科组

织了优秀本科生暑期夏令营，经择优选拔，来自全国的 26 名学生录

取入营，部分学生将在考研时第一志愿报考贵州大学。

在课程讲授环节，学科要求课程主讲教师及时吸收国内外本学科



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及时将自身科研成果、学科前沿成果

融入教学，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让研究生始终紧跟学科前沿和

领域最新成果，有效激发了研究生求知欲和科研创新思维，也帮助学

生树立针对国家和区域发展中重大问题做科研的信心和担当。

提升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任务。植物保护一流建设学科

要求研究生均参与导师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同时提高

研究生毕业要求。

一流学科在提高研究生培养要求的同时也为研究生创造更好的

条件。积极争取行业产业捐赠，设立企业奖学金，青岛清原抗性杂草

防治有限公司设立“贵州大学清原绿色农药奖助学金”，奖励品学兼

优的从事绿色农药研究的研究生、农学院植保专业本科生；海南正业

集团捐资注入宋宝安院士设立的卓越基金，奖励在科技创新上做出贡

献的研究生。贵州卓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贵州大学卓豪留学生

奖助学金”，奖励留学优秀学生。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捐资 1000 万元，

成立贵州大学农信茶学教育基金，资助贵州大学从事茶产业及茶树绿

色植保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上述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植物保护一

级学科各专业研究生生均发表SCI收录论文数逐年递增（2015年0.76

篇、2016 年 0.51 篇、2017 年 1.15 篇、2018 年 1.84 篇）。2018 年

度植物保护一流学科各专业的研究生获得了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等4

项重要奖学金，另有 7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2人获得贵州省优秀毕业

生 同时，学科常态化开展“三风”建设及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从新生入学就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明确应遵守的基本道德

规范、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学术不端处罚情况。



（二）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1. 师德师风建设

建立研究生学术道德导师为第一责任人制度，要求指导教师加强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及撰写过程的指导，指导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强化学科知识传授、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教育

和引领学生恪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准则。

学科师德师风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多名教授荣获 2018 年全国

“三八红旗手”、贵州省首届“创新争先科技榜样”、贵州省第五届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行业道德标兵、第六届“明礼知耻·崇德向

善”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贵州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名师、“贵州

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等国家和省部级荣誉称号；学科 4 名导师

分别荣获贵州省优秀博士生导师、优秀硕士生导师荣誉称号。

2.改革完善人才引育机制，

2018 年，植物保护一流学科团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引进青年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郝格非，陈卓教授获批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陈祥盛教授获批贵州省核心专家，宋宝安院士和郅军锐教授入选

2018-2022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开展了学科特区岗位和特设岗位的聘用。植物保护学科有 3人获

聘一流建设学科特区人才 B 类岗位 、4人获聘 C类岗位、1人获聘 D

类岗位；另有 6 人获聘学校自然科学“青年英才” 特设岗位，提升

了学科团队活力。选送学科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高校进修或做访问学

者 4人，提升青年骨干教师创新能力。并从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国农大、北京林业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引进博士

5人，进一步扩大学科团队力量。



宋宝安院士受聘为本学科 SCI一区期刊 J. Agric. Food Chem的编

辑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 SCI收录期刊Molecules、Chin. J. Org. Chem.

和 Agric. Sci. China 编委以及核心期刊农药学学报副主编、国际著名

期刊 Engineering和农药主流刊物 Pestic. Biochem. Physiol.专刊编辑；

任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高级顾

问、第七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植保学会副理事长等。

金道超教授任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任中国动物志、昆虫学报、系

统与应用蜱螨学（国际）等 10多个国内外核心刊物编委。长江学者

杨松教授受聘为国际 SCI 收录期刊 Curr Nanoscience 的副主编和编

委、全国高效低风险农药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长江学者池永贵教授

受聘为国际 SCI收录期刊 Chin. Chem. Lett.和 Org. Chem. Front.编委。

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陈卓教授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植物免

疫诱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入侵委员会委员、贵

州省茶叶产业专家组成员、贵州省茶树病虫害防控专家组副组长、

Plant Pathology & Quarantine副主编。康冀川教授任国际 SCI一区刊

物 Fungal Diversity 副主编。杨茂发教授任贵州省植物保护学会秘书

长和《应用昆虫学报》编委，陈祥盛教授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金林

红教授任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委会委员、贵州省茶产业植保研究

室主任。

（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1. 获批重大科研项目，产出系列高水平成果

2018 年度学科新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 1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14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项，子课题 17项，

省部级项目 74项，横向项目 39项。其中，植物保护一流学科带头人、



学科教授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效低风险小分子农药和制

剂研发与示范》获科技部批准实施，经费为 4379 万元，项目拟围绕

解决我国主要作物病虫草害防治药剂品种与剂型老化、抗药性加剧以

及替代传统农药的小分子农药、新剂型缺乏等实际问题，以我国重要

的蔬菜病毒病害、抗性看麦娘杂草、稻飞虱等有害生物为研究对象，

开展高效低风险小分子农药研发与示范。项目的实施引领带动了全国

高效低风险农药的创新和研发，进一步强化了贵州大学在全国农药研

发领域的核心地位，提升了贵州大学在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的影响力。

完成的“防治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绿色新农药新制剂的研制及应

用”成果，构建了绿色农药创制平台，创制出绿色农药新品种与新工

艺。获得抗植物病毒活性先导物 10个，基于基因和蛋白互作阐明了

香草硫缩病醚、阿魏酸类 F27 和氨基膦酸酯等药剂抗病毒病的作用机

制。创制绿色农药协同增效新剂型, 研制出的 9 个新农药与新制剂均

获国家农药登记证。研发出噻虫胺等缓释颗粒剂，市场份额已超过

60%，销售量居全国同类产品第一位；研创了航空植保的超低容量制

剂及施药技术, 市场份额已超过 10%，居全国航空植保作业面积第二

位。获国家专利授权 98件，发表 SCI 收录 50 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绿色农药创制及功能分子合成等领域取得了原创性发现研究

方面，本学科基于免疫诱抗机制，以活性天然产物为模板，发现了免

疫诱抗型调控植物病毒及菌害活性的系列原创先导，在农药领域国际

顶尖刊物 J. Agric. Food Chem.上发表了封面论文，全新骨架免疫诱抗

剂“香草硫缩病醚”已进入创制阶段。发展出多种新型催化方法，高效

实现纤维素等农林生物质的高值化转化，在 ACS Catal., Green Chem.

等本领域顶尖刊物上发表系列论文。基于 NHC催化剂构建了系列新



型催化模式，基于新型催化模式构建出全新骨架活性分子，为新型免

疫诱抗小分子先导发现打下坚实基础，具有显著的开创性，在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Org. Lett.等顶尖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

代表了农药及有机合成领域最前沿的国际顶尖学术水平。

在系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项目的支持下，发表 SCI 论文 142 篇，

其中中科院一区论文 24 篇，二区论文 20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论

文 3 篇，ESI 高被引论文 1 篇；出版专著 1 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24

件；获省部级科技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2.助力贵州脱贫攻坚，为贵州与全国同步小康做出坚实贡献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实施大扶贫战略是贵州首要任务和

战略。本学科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奋斗脱贫攻坚主战场，

在结合学科和教师专长，实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2018 年学科共派

出 31 名教师参与贵州省脱贫攻坚春风行动和科技特派员，赴贵州省

榕江县、石阡县、正安县、从江县、湄潭县、赤水市、平塘县等多个

市县开展科技服务工作，为贵州茶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并多次在普洱、乐山等举行的全国茶树病虫害防控交流

会上做大会报告，指导全国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引领了全国茶产业

绿色发展，为全国干净茶和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贵州方案。

组建“博士村长团”，开展回乡调研、技术服务和政策宣讲等扶

贫扶智活动，涌现出学科博士生齐普应和杨林林等为代表的“博士村

长”，以黎平、正安、平塘、瓮安贫困级村镇为主要扶贫对象，深入

田间地头担任村长助理，开展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试验示范工作

与农药安全科学使用技术的推广活动, 为乡村产业提供长期技术支

持，受到省主要领导点赞和群众认可及媒体重点报道。



学科龙友华教授编制了《修文猕猴桃产业发展规划》，他从病虫

害防治到栽培技术的开发给予技术指导，修文猕猴桃产业从原来8000

多亩发展到现在 16.7 万亩，年产值达 10多亿元，跃居全国第四位，

成为修文三张名片之一，修文猕猴桃已成为贵州猕猴桃产业领头羊。

陈卓教授的稻田生态调控工程研究和稻蛙复合种养技术的集成应用

推广成果， 2018 年辐射推广至铜仁、遵义、黔东南、黔南、安

顺地区，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20 余个，辐射带动农民 2 万余户。

由于成果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在 2018 年 “全省高校服务农村产

业革命现场观摩和经验交流及新闻通气会”上，二项成果均被作为重

点项目予以推介和先进经验进行交流，作为校企合作助推水稻绿色产

业和果农增收典型案例与有效措施在全省推广应用。

学科教授主持完成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技术合作项目“贵

州省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综合调查与防治”项目，该项目实施两年

来，集成了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综合防控技术，通过在贵州荔波、

天柱、都匀、镇远等多个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危害严重地区建立防控

示范区和开办 20间农民田间学校，培训了贵州省 15个市（县）农民

田间学校辅导员 29 名、农户 2 万余人，实现了对贵州南方水稻黑条

矮缩病的有效防治，保障了我省粮食生产安全和农田生态环境。

3.积极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

针对我国和贵州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学科教授向

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提出了《加速构建农药产业体系 加快绿色农药

创新应用 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提供科技支撑》《关于支持贵州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给予重大科技项目立项的建议》的建议；得到农业部主

要领导的重要批示。呈报的《关于请求支持实施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



融合发展三年提升行动计划的建议》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正在制订提升计划，助力了产业发展。

学科教授主持了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中国农药绿色化发展战略

研究》咨询项目，参与了中国工程院《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国家区域

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参与编制了《西南地

区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综合报告并提交中国工程院，

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主持编著《中国农药研究与应用全书》、《中

国农药典》、《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药卷》，更好服务我国农药减

量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助力绿色兴农。

4.积极开展科普活动，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2018 年，学科教授在北京、成都、贵州黎平、新疆石河子、广

西南宁等地开展农药减量增效及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发展培训，

总培训人数达二千人次。同时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和中央农广校—乡村讲堂上，为全国农业技术人

员和新型农民讲授《农药绿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受益人数达数十

万人。

2018 年 11 月，成功举办（承办）贵州省昆虫学会第二届昆虫摄

影大赛。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110 幅，最后评出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奖 12 名，通过组织昆虫摄影大赛等活动，在全省社会广

泛宣传普及昆虫知识和植物保护知识。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将学科内涵建设与贵州省“大扶贫”重大战略需求相融合，成效

斐然，常态化开展“三风”建设及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继续弘



扬“顶天立地、严谨求实”的学科创新文化，形成了崇尚科学、爱岗

敬业、和谐共进的良好创新氛围。

（五）国际合作交流

2018 年，植物保护一流建设学科持续开展广泛国际合作。

1. 承办重要国际会议

2018 年 5 月，学科牵头组织承办了绿色植保技术创新国际高端

论坛，国内外 8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 23 名院士、本领

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J. Agric. Food Chem., Pest Manag. Sci.主

编等在内 60 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绿色植保技术创新与作物健

康战略前沿、植物免疫调控剂的创新与应用、绿色植保技术与绿色农

药的研发应用和发展方向、植物免疫激活创新与作物健康、新农药条

例实施下绿色农药产业的环境政策及国际化、植物免疫剂创新与作物

健康及生态安全融合发展等主题，国内外 22名院士和 60 余名农业专

家将带来 81 场精彩报告。在国际植物保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促

进了我国植物保护学科发展。

2.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美国

南卡罗来纳大学、丹麦工业大学、加拿大韦斯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印度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泰国皇太后大学、俄罗

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开展了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

3.派出和接收留学生

派出 6名博士生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美国芝加哥大学、加

拿大韦斯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接受斯里兰卡、

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博士研究生 4名、硕士研究生 2 名。



4.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海外办学，在贵州大学冈比亚孔子学院设置植保学科课程。

举办‘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培训班，围绕作物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等对来自埃及、加纳、尼日

利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的农业技术人员、农业大学

科研人员共 21人进行了技术培训，实地观摩了贵州卓豪生态农业院

士示范园 (宋宝安院士工作站)，起到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四、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相比国内其他高校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学科建设经费偏少；

由于学科建设经费多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限制较多，只能用于

条件平台建设，不能用于学生和学科团队的成果奖励，不能充分激发

学生及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偏小，限制学科的长期发展；

3、植物病理学学科方向师资不足，缺少领军人才；

4、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偏低。

（二）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1、容许建设经费中划分适当比例作为奖励绩效，进一步提高学

科团队成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2、期望能增加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指标；

3、结合一流学科特区人才计划，引进学科急需人才，加大高层

次人才引进培养力度，持续提升学科团队；

4、积极派出和接收留学生，加大人才培养国际化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