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是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1952 年组建华中农学院，1985 年更

名为华中农业大学。1979 年被确定为农业部直接管理的全国重点大学，2000 年划归教育部管

理，2005 年被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学校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南湖狮子山，校园占地面积 495 万平方米（合 7425 亩），三

面环湖，风景秀丽，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学校办学使命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类进步为己任，致力于培育英才、探求真理、繁荣文化，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农业

农村农民；发展愿景是：建设优势学科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

学校是首批获得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之一；首批获准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专业的单位之一；全国首批获准农业硕士、风景园林硕士、社

会工作硕士等专业学位授权的试点单位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学科 8个、部级重点学科 4 个，

省级一级重点学科 1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3 个、二级学科 6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 19 个、二级学科 10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3 个。全日制在校学生 26196 人，其中本

科生 18763 人，研究生 7433 人。有应用统计硕士、翻译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工程硕

士、风景园林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社会工作硕士、林业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专业学位招

生类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覆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 7 大学

科门类。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1528 人，其中教授 385 人，两院院士 4人，美国国家

科学院外籍院士 1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24 人，“万人计划”

入选者 14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5 人、讲座教授 8人、青年学者 5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6人，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现任主席 2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 7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0 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2 人，国家教学名

师 4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1人、岗位科学家 55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7个，

国家级、部省级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62 个。

学校科研实力强劲。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专

业实验室 4个，部省级重点（工程）实验室 21 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5个，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4个，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4 个，校企共建实验室（研发中心）28 个，

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 个。“十二五”期间，获批科研项目 5388 项，经费 31.29 亿元。

在杂交油菜、绿色水稻、优质种猪、动物疫苗、优质柑橘、试管种薯等研究领域，取得一批

享誉国内外的标志性成果。

学科优势特色明显。在 2012 年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中，6个学科名列同类学科前三

位。其中，园艺学第 1，畜牧学、兽医学第 2，作物学、水产、农林经济管理第 3，农业资源

与环境第 5，植物保护第 7，生物学第 8（排名率进入前 10%），食品科学与工程第 10（排名

率进入前 20%）。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学、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

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七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国际同类学科领域前 1%。2017 年 9

月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农学、理学和管理学 3大门类、生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

学、农林经济管理 5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入选学科数并列全国第 21 位，在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中列第二位。

一、招生计划

2018 年拟招收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博士生 500 人（含提前攻博、硕博连读、普通招考、“申

请-考核”博士研究生），其中单列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5名、对口支援计划 2名、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约 26 名，热忱欢迎符合条件的考生报考。（关于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博士生解释详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

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2 号）

《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见附件 1）中公布的招生人数仅供

参考，最终录取人数由国家 2018 年招生计划确定。

二、招生方式

1.“申请-考核”制：我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生命科

学技术学院采用“申请-考核”制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详见《华中农业大学实施‘申

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见附件 2）。

2.普通招考：除以上学院外，其他学院仍采用普通招考（初试、复试），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博士研究生。

三、培养方式及学制年限

培养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博士生执行相同的招生、培养、毕业、

学位政策。学校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

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非全日制

研究生可以分多个学期完成课程学习，但每学期课程学习时间与全日制研究生相同。

学制年限：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最长不超过 6年（含休学）。

四、报考条件

（一）“申请-考核”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

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及学院的相关规定。

2．考生最后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境外学位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2）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 硕士学位专业与报考博士专业相同或相近。

4. 录取当年 9月 1日未满 40 周岁；

5. 学科背景、学术水平、英语水平符合招生学院规定；

6．招生学院规定的其它报考条件。

（二）普通招考：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及学院的相关规定；

4.有两名与报考专业有关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相当职称）专家推荐；



5.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同意（录取时审核，签订协议）。

五、报名方式

（一）“申请-考核”制：

符合报考条件者参照《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专业和

研究方向，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31 日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中进行报名(因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无法取消考试科目，请“申请-考核”制考生仍要选择

考试科目，届时成绩以学科考核成绩计入），考试方式选择“申请考核”。网上报名同时缴

纳 200 元报名费，否则报名无效。

（二）普通招考：

普通招考报名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和现场资格审查，各环节缺一不可。

网上报名：2017年 12月 1日-31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进行网上报名，考试方式选择“普通招考”（严格按照《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专业目录》选择考试科目并记录本人报名号）。网上报名同时缴纳 200 元报名费，否则不予

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2018 年 1 月 3 日-12 日的工作日，考生持报考材料到我办进行资格审查确认

本人信息。

注：外地考生可委托他人来现场办理确认手续，亦可在现场确认结束前通过EMS和顺丰快递（现暂不接受

其他快递公司快递）将所需材料（学历和学位证书只需复印件，凭原件领准考证）邮寄到我办进行函报。

六、提交材料

（一）“申请-考核”制：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在 2018 年 1 月 3 日-12 日的工作日，向报考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

以下材料：

1.《华中农业大学 xxx 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申请-考核）》（见附件 6）；

2.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应届硕士生须提供所在单位学籍证明）；

3.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成绩单（须授课单位或人事档案管理部门盖章）；

4.硕士学位论文（应届毕业硕士生可提供论文摘要和目录等）；

5.与所申请学科相关正高职称以上两名专家和报考导师的推荐信（见附件 6），内容包

括对考生政治素养、道德品质、身心素质、专业基础和科研潜质等的综合评价，报考导师要

在推荐信里边明确表示同意其报考与否，须分别签名并密封，未经签封或签封破损的推荐信

不予受理；

6.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不少于 3000 字，由学院做具体要求）；

7.学习和工作经历、经验、能力、特别成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他原

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

8.学院要求的英语成绩证明，其它证明自己科研或英语能力的补充材料等。

9.“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另需提交生源地教育厅盖章的报考登记表。

http://yjs.hzau.edu.cn/zsgz/bszs/201411/t20141107_49338.htm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om.cn/
http://yjs.hzau.edu.cn/zsgz/bszs/201411/t20141107_49338.htm
http://yjs.hzau.edu.cn/zsgz/bszs/201411/t20141107_49338.htm


（二）普通招考：

1.《华中农业大学 20xx 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见附件 7）；

2.两份《专家推荐书》（见附件 7）；

3.本人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应届硕士生持硕士研究生证、硕士学籍证明），

本科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所有原件供当场审核，复印件留

存我办）；

4.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须加盖校级研究生培养单位或人事档案室公章）；

5.近期免冠 1寸登记照 2张；

6.“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另需提交生源地教育厅盖章的报考登记表。

七、考试与考核安排

（一）“申请-考核”制：

详情见《华中农业大学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植物科学技术学

院 2018 年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2018

年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年实施“申请-

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见附件 2、3、4、5）

（二）普通招考：

1.初试

初试科目：外国语（湖北省联考）、两门业务课(详见附件 1)

初试时间：2018 年 4 月 14 日-15 日，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2.复试

复试将在初试结束后由各招生学院组织安排，复试内容和形式以报考学院通知和学校网

上通知为准，报考资格复查将在复试中进行，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录取。

八、录取

（一）根据初试、复试或考核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二）我校在入学报到时对新生进行体检，体检结果不合格者不予注册。

九、研究生学费与奖助

（一）学费标准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学费每年 10000 元，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少骨计划”

非在职除外）研究生学费每年 30000 元；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每年 30000 元。

“少骨计划”非在职博士学费每年 10000 元、“少骨计划”在职博士学费每年 30000 元。

（二）奖助学金

奖助对象：全日制研究生。

1.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 3万元，奖励名额及资金由国家下达。

2.国家助学金

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月 1250 元，按每年 12 个月发放，定向就业培养研

究生及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研究生不享受。

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W020110927645498640901.doc
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W020110927645500053222.doc


3.学业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不分等级，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14000 元。非全日制与定向就

业培养（“少骨计划”非在职除外）的研究生不享受学业奖学金。

4.助研助管津贴

学校统筹利用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根据需要设置研究生“助教、助

管”岗位，并提供津贴。

研究生导师为所招收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发放助研津贴。助研津贴最低标准为：自然科

学类博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600 元；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500 元。助研津贴按每年

12 个月发放。

5.“少骨计划”考生

“少骨计划”非在职博士享受奖助学金；“少骨计划”在职博士享受国家助学金。

十、注意事项

1.考生提交的个人信息必须准确、真实，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

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2.凡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报并缴费、现场确认或提交材料的，均视为本人自动放弃报

名，逾期不再受理报名事宜。

3.请考生在报名前认真阅读我校招生简章中的报名条件，自审合格后再进行网上报名，

否则造成不予确认或复核、不予录取等后果完全由报名人自己承担。报名费一旦缴费成功概

不退还，请考生在缴费确认前慎重做好决定。

4.普通招考考生准考证不邮寄，请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和硕士学位证书（应届硕士毕业生

持学生证）原件在考试前一周到研招办领取。

5. 普通招考考生提交材料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1号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丹桂楼 218 室）。联系人：肖老师、张老师；联系电话：027-87281816,027-87280470。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材料地址：华中农业大学主楼 217 室，联

系人：高老师；联系电话：027-87283686。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材料地址：华中农业大学动

科楼 A102 室，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027-87281255。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申请-考核”制考生提交材料地址：华中农业大学第一综合楼 A203

室，联系人：黄老师；联系电话：027-87282101。

各 学 院 研 究 生 教 学 秘 书 及 联 系 方 式 ：

http://yjs.hzau.edu.cn/zsgz/zs2/201110/t20111009_13055.htm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2 日

http://yjs.hzau.edu.cn/zsgz/zs2/201110/t20111009_13055.htm


附件：

1、《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2630960739.pdf

2、《华中农业大学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方案》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611/t20161127_95298.htm

3、《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年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6369873945.pdf

4、《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2018 年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6723784729.pdf

5、《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年实施“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细则》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8736438950.pdf

6、“申请-考核”制有关表格材料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t20110927_12473.htm

7、普通招考有关表格材料

地址：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t20110927_12473.htm

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26309607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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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6723784729.pdf
http://yjs.hzau.edu.cn/zsgz/zs3/201711/P020171122388736438950.pdf
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t20110927_12473.htm
http://yjs.hzau.edu.cn/zsgz/zs1/201109/t20110927_1247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