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大学农学院 2021年研究生招生指南 

学院介绍 

聊城大学农学院始建于 1951 年，先后经历山东省济南农业学校

(1951-1964)，山东省聊城农业学校(1964-1999)、聊城师范学院职业

技术学院(1999-2002)和聊城大学农学院(2002-今)四个阶段。1958

年、1959 年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

校(济南农校附设在山东农科院)视察，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

统的学院。 

人才队伍 

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刘同先博士为农学院名誉院长，聘请国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 30 名兼职教授。目前，学院有教职工 112 人，专任

教师 100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49 人，60 人具有博士学位，一

支结构相对合理的师资队伍，正在茁壮迅速成长。学院获评山东省多

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 项，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聊城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 项。一批教师分别获得校级

教学名师、教学新星、良师益友、教学竞赛奖等荣誉称号，师德建设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学院优势 

拥有作物学、风景园林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动物学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风景园林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师资力

量雄厚，培养经验丰富。园林专业是国家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首

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



业、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发展支持计划资助专业，聊城大学特

色专业；动物医学专业是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重点专业之

一，聊城大学特色专业。现已形成了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农业人才

为目标，面向山东，辐射冀鲁豫，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为主要职能的农科学院。 

科研成果 

2019 年获批山东省驴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毛驴高效

繁育与健康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省级科研平台，2017 年 3 月

获批“生态环境保育与生物资源创新利用”山东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建有山东省中兽医研究所聊城分所、聊城大学畜禽疫病防控技术研究

所、聊城大学聊城毛驴高效繁育与生态饲养研究院，聊城大学农作物

种质创新研究院等校级平台。近五年，主持、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国

家 863 子课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项目 10 余项，省级项目近 20 项。“驴

冷冻精液保存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发明创业奖二等

奖。获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国槐新品种 ‘聊红’

槐获国家与林业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聊红’椿获批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与生命科学院共同选育的“黄金冠”桃

新品种选育成果通过省级鉴定，两成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牵头申

请国际发明专利 2件。主持制订颁布地方标准 4 项，团体标准 1项，

新立项地方标准 1项，团体标准 1项。 

硕士研究生培养情况 

农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2018 年，获批教育部产学



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 项。近五年，主持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

目 7 项，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1 处。聊城大学优秀毕业硕士论文 5 篇，

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4 项，山东省优秀毕业生 2 人，山东省优秀干

部 1 人。考取中国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士生多人。

年度一次就业率平均达到 90%以上，就业去向好，使学院成为山东省，

特别是聊城市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教

育部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

通知》中报考条件的有关规定。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

录取当年入学之日）或 2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

学力的人员，或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可以按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但原则上不得跨专业报

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报名办法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

两个阶段。所有参加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

上报名，并在网上或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和采集本人图

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1.报名前。考生在报名前认真阅读《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中报名部分的有关要求。 

 

2.网上报名。考生应在规定时间（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

补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 https：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

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

告要求进行网上报名。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

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并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

真实材料。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或因网报信息填

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 

3.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当在规

定时间内（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确定和公布，逾

期不再补办）在网上或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

信息，按规定缴纳报考费，并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

电子信息。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所有考生均应当对

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

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试资格审查。根据教育部规定，我校将对考生报考信息和网

上确认（现场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报名



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取消考试资格。 

学制与收费标准 

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学制为 3年。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关

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3]887 号)和山东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规范研究生

教育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价费发 [2016]86 号)文件规定,我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收费标准为：6000 元/年。 

全日制研究生奖助体系 

1.国家助学金：6000 元/年（定向研究生除外）； 

2.学校助学金：4800 元/年（定向研究生除外）； 

3.国家奖学金：20000 元/年（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比例执行）； 

4.学业奖学金（一等）：8000元/年（按山东省有关文件规定的

比例执行）； 

5.学业奖学金（二等）：3000 元/年（按在校研究生人数 30%的

比例执行）； 

6.研究生三助（助研、助教、助管）：500-800 元/月； 

7.其它专项奖励：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优秀实践成果奖、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等。 

 

 

2021 年招生专业目录与参考书 



019 农学院 （联系人：李玉保，电话：0635—8239917，邮箱：

liyubao@lcu.edu.cn）  拟招生人数：50 

071002 动物学 

01 (全日制)动物疫病发生

机理与防控 

02 (全日制)动物营养与饲

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27 动

物生理学④820 生物

化学 

专业复试科目：动物

微生物学。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①动物解

剖学②动物免疫学 

090100 作物学  

01 (全日制 )作物遗传育种  

02 (全日制 )作物生理生态  

03 (全日制 )种子科学与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29 植

物学④825 生态学  

专业复试科目：植物

生理学。同等学力加

试科目：①植物育种

学②植物栽培学  

095300 风景园林  

01 (全日制 )园林植物与应用  

02 (全日制 )园林与景观设计  

03 (全日制 )景观建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③344 风

景园林基础④825 生

态学  

专业复试科目：方向

1：园林植物 (园林树木

学、花卉学 )；方向 2、

3：园林快题设计（快

速作图，2 小时）。同

等学力加试科目：①

园林概论②植物造景  

097300 风景园林学  

01 (全日制 )园林植物与应用  

02 (全日制 )风景园林历史与

理论  

03 (全日制 )园林与景观设计  

04 (全日制 )景观建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③629 植

物学④825 生态学  

专业复试科目：方向

1、2：园林植物 (园林

树木学、花卉学 )；方

向 3、4：园林快题设

计（快速作图，2 小

时）。同等学力加试

科目：①园林概论②

植物造景  

019 农学院  （联系人：李玉保，电话：0635—8239917，邮箱：liyubao@lcu.edu.cn） 拟

招生人数：50 

代码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627 动物生理学 《家畜生理学》陈杰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第四版 
 

820 

生物化学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第

五版 

629 
植物学 《植物学》王文和，关雪莲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 年第

一版 



344 风景园林基础 根据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考试大纲

命题，主要参考书目包括：《中国古典园林史》  周维

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三版；《植物学》王文

和，关雪莲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 年第一版  

825 生态学 《生态学》杨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第三版 

联系方式 

聊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地址：聊城市湖南路 1 号聊城大学东校区办公楼 B610 室 

邮编：252059 

电话：0635-8239660  8239267（FAX） 

联系人：许涛       

邮箱：yzb@lcu.edu.cn 

网址：http://yjsc.lcu.edu.cn 

聊城大学农学院 

地址：聊城市湖南路 1 号聊城大学东校区 3 号楼 

邮编：252000 

咨询电话：0635—8239917，0635—8239967 

联系人：李玉保 ；于守超     

邮箱：liyubao@lcu.edu.cn ；34772256@qq.com 

http://yjsc.l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