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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农科教〔2019〕30 号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关于开展中职

教育教学规范研究及试题库建设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广校，各科室：

为切实增强全省农广校体系办学能力和中职教育教学管理

水平，充分调动各校教师参与教学教研工作的积极性，开发适合

我省教学特点的教学大纲，强化学校所开专业课程的试题库建

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促进考试管理工作规范化、

标准化、科学化，按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考试考核，高质量

完成所开专业的教学任务。经省农业农村厅同意，成立安徽省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职业教育研究课题组，重点开展全省农民中职

教育教学规范研究与试题库建设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组人员组成

1、全省农广校系统专职、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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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农技（含农机）推广机构

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科技工作者；

3、省校邀请的相关专家学者。

省校根据相关人员申报的研究课题内容，确定课题组组成人

员名单。

二、课题组主要职责和任务

1、参与研究论证和起草编制体系农民职业教育规划、政策、

重要文件以及标准规范；

2、跟踪国内外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对体系农民职业教育重

大问题、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有效措施；

3、为全省农民中职教育开设的相关专业编制教学大纲、课

程标准，充实、完善、更新试题库内容；

4、面向体系农民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

指导、交流研讨和课题研究等；

5、为体系农民职业教育重大教学教研活动提供咨询、指导、

评审和服务;

6、承担省农广校委托的其它任务。

三、年度教学教研工作重点研究内容

1、省农广校开设的中职教育各专业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和能力拓展课课程教学活动均可作为课题研究内容；

2、每个课题研究成果均包含：教学大纲和 AB 两套试卷（含

试题及参考答案、阅卷评分标准）;

3、年度重点研究课题清单：新农人电商手册、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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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与家庭农场之经营管理、现代农业经营、小麦生产技术、水

稻生产技术、食用菌栽培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常识、农

药械科学安全使用知识、蔬菜瓜果生产技术、设施园艺、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用技术、设施蔬菜生产经营、创业指导知

识、创意农业、乡村厨艺与饮食服务、乡村住宿服务与管理定价

策略与技巧、乡村社会事业管理、乡村导游、农户规模养猪与猪

场经营、养殖技术基础、兽医药物临床与应用、家禽生产技术、

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家畜生产技术、农业物联网知识、

定价策略与技巧、农产品（食品）加工与贮藏、水果蔬菜花卉贮

藏保鲜技术、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农业生态环保、名优水产生态

养殖与管理、池塘高效养鱼实用技术、鱼类学、水产动物疾病防

治、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水产养殖科学用药有问必答、水产养殖

节能减排实用技术、中药材生产技术、森林培育学、园林树木栽

培与养护、果树生产技术等41个课程。

4、各分校提出的相关课题研究内容。

四、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1、合理分工。本年度课题研究是全省农广校系统开展的一

次重大教学教研活动，是全系统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

育活动的专项任务，省校和各分校均需要完成课题清单中至少一

个课程以上的研究任务，可以跨校组成课题组但课题数量不能减

少。每个课题可分为教学大纲和 AB 两套试卷（含试题及参考答

案、阅卷评分标准）3个子课题，课题主持人可兼任子课题组长，

尽量为更多的专、兼职教师提供参与省校课题研究机会，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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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提升教学水平。

2、做好选题。各分校在确保完成课题清单中至少一个课

程以上研究任务的基础上，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了解农民

教育培训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可另行增

加1-2个研究课题。目前开设淡水养殖、现代林业专业的招生

校，须组织全体专、兼职教师针对所开课程开展教研教改活动，

每个招生校至少完成清单中4个以上课程的课题研究工作。各

市校要统筹安排好本辖区内的课题研究工作，辖区内各分校所

开设专业在清单中已列出的课程研究任务要求全覆盖、不重

复。省校在各分校申报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增加相关课题研究

任务。

3、设计方案。各分校要积极组织骨干教师参与课题研究

工作，准确把握农民职业教育特点和成人教育规律，参考教

学大纲和试卷命题模版，确定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等，

设计研究方案和逻辑架构，拟定研究提纲，确定选题和人员

分工。

4、组织实施。按照时间节点及时完成课题申报，确定人员

搜集整理资料，熟悉课程内容，开展课题调研、专题研讨等工作，

研究相关文件精神，遵循教学规律，合理分配理论教学、实践教

学的课时比例，明确是否需要开展实践性考核及考核内容，对照

教学大纲科学命题，保证试题中各类型、难易度的均衡性，确定

试题难、中、易的控制比例，AB 卷内容重复率不得超过10%，依

照课题研究计划认真组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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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汇总上报。各课题主持人统筹调度完成初稿后，会同各

子课题组长、成员再次进行精心系统梳理，精炼文字，对标对表

进行合规性、逻辑性审核，复核 AB 卷内容重复率，修改完善后

及时上报课题成果，并提供电子文档。

6、时间安排。分别于2019年8月30日、9月30日前，由各市

校负责完成统筹、汇总辖区内各分校的申报选题、研究成果后行

文上报工作，没有市校的县级农广校直接向省校行文完成申报选

题、研究成果上报工作。

五、课题验收与使用

1、2019年10月31日前，省校组织有关专家对课题研究成果

进行验收、评选。

2、省校采用合格等次以上的课题研究成果，正式印发安徽

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职教育课程教学大纲。命题试卷及参考答

案、评分标准收录省校试题库。

3、择优推荐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评奖，择优推

荐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进行署名刊发。

联系人：徐胜祥 （0551）63431601

唐 雪 （0551）63436021

邮箱：txng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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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职业教育研究课题申报表

2、教学大纲研究模版

3、课程考试试卷模版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19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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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职业教育研究课题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课题

子课题一 教学大纲 组长及成员

子课题二 试卷 A 组长及成员

子课题三 试卷 B 组长及成员

课题主持人基本情况

姓 名 年 龄 性别 民族

职 务
专业

职称

研究

专长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毕业院校 学位/学历

E-mail 电 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参加者基本情况

姓 名 年龄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联系方式

课题研究计划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对国内外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的评价和讨论）:

研究内容和方案（具体的研究内容；具体的调研方式、步骤及阶段完成时间）：

研究方法（包括具体方法、研究程序、逻辑框架等）：

预期课题成果及完成时间（包括课题研究预期成果、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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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课程教学大纲研究参考模版

（说明：教学大纲标题为方正小标宋二号字体，居中；小标题为黑

体三号字体；其他为仿宋 GB2312 三号字体；研究中可增加相关内容。）

一、课程编号：（省校定）

二、课程类型：（在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能力拓展课中选择

保留其中 1 个）

三、课程学时：总学时，总学分数。（请参考 2019 年省校教学日

程安排等文件要求，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适用专业：请在省校开设的 11 个专业（现代农艺技术、设施

农业生产技术、观光农业经营、畜牧兽医、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农村经

济综合管理、淡水养殖、现代林业、会计、计算机应用、农村电气技术）

中确定保留的专业，适合多专业使用的课程可多选多留。

五、课程性质与任务

简述本课程在相关专业教学中的性质和地位。说明本学科总的教学

任务（提炼概念性语言综述）。本课程在中职教育培养人才中起到什么

作用，学员通过本课程学习能掌握哪些基础知识或专业技能，以及对从

事相关职业有哪些帮助；在知识储备、职业能力水平提升和综合素养提

高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和要求（如：通过对**关键知识点的学习，掌握

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巧，运用到**生产经营活动或实际工作之中，达

到**技能水平，增强**能力，促进**发展），请根据专业特色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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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目录 教学内容（含每节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学时/学分

第一章

*

*

*

…… …… ……

合计

七、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一）教学形式（请结合实际增减内容）

1、理论教学：面授、网络及手机 APP 学习与应用、远程教育、学

徒式教学、参加各类培训及会议、科技发明与应用、参加各种技能或产

品竞赛、自学、课后作业等；

2、实践教学：生产记录、财务记账与核算、外出考察学习、基地

实操实训、创办经营主体、参加各类集体活动、生产规程标准制定与应

用、编制项目书、申报三品一标、农业项目实施、自用农业设施建设与

应用、农机装备操作应用、制种等。

（二）理论教学内容（请分章节进行课程主要内容介绍）

包括：1、各章节课程内容简介；2、本课程重点与难点；3、各章

自学及课后作业内容（列出具体内容及学时学分数安排）。

（三）实践教学内容

具体的实践教学内容、形式、学时学分数分配（如：应用语文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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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自学相关章节内容后模拟撰写一份**农产品介绍，含格式、文体、字

数等具体要求，得分 90 分以上可折合 16 个学时/1 个学分，得分少按

比例递减学时/学分）。

如（二）（三）内容难以分开，可合并为“（二）教学内容”，分

章节进行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安排。按有关文件要求，16 个学时可折

合 1 个学分；每门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学时比例为 1:1-1:2。

八、授课教师与教学要求

1、专、兼职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要求。

2、教师备课与教学要求（推荐教材、辅导资料、面授、教学课件、

教具、学员作业布置与批改、跟踪服务等）。

3、教学评价。

九、课程结业考核考试

1、过程性考核：重点体现作业和其他学习考核评价办法。

2、实践性考核：对照实践教学内容提出考核要求。

3、终结性考核：按照教学计划要求，提出具体的考核方式与结业

标准。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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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专业****

课程考试试卷参考模版

姓名 级 总分

一、填空题（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上，共 10空、每空

2分，共 20 分）

二、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括号内。10小题，

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0 分）

四、综合题（3 小题，每题 10分，共 30 分）

（注：本大题可以含简答题和看图按要求填空题，出

卷时删除本要求）

五、实操与分析题（2小题，每题 15分，共 30 分）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阅卷人

得分 阅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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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央农广校、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省教育厅职成处、

合肥市教育局。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19年8月16日

共印1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