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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农科教〔2020〕14 号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关于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

（标准）研究课题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19年8月，经省农业农村厅领导批准，安徽省农业科技教

育中心（安徽省农广校）对59项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

准）研究课题予以立项。各参研单位积极创造条件，依照职业教

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教育、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的

相关要求，邀请体系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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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困难，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分析农广校体系开展中职

教育的经验和特点，遵循农民成人教育规律，针对不同课程内容，

系统性地开展了教学标准、教案、试卷命题及参考答案等方面的

研究，如期完成了相关课题研究任务。截止2020年6月底，各参

研单位共提交54项课题研究成果。按照《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

规范（标准）研究成果评审办法》（皖农科教〔2020〕9号）要

求，本次课题研究分设现代农艺、公共课、设施农业、淡水养殖、

现代林业、能力拓展+观光农业、畜牧兽医等7个课题评审组，并

成立验收组对各组的评审结果进行验收复评，对评审结果分组公

示。经评审，共有54项课题评审合格准予结题（见附件1），其

中31项课题被评为优秀课题（见附件2），现将结题验收结果予

以公布。

在此次课题研究组织过程中,全省各级农广校高度重视,积

极组织开展课题申报、结题工作。根据课题结题数量和研究成果

质量情况，经研究决定授予滁州市农广校等10个单位为2019年全

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课题研究优秀组织奖(见附件

3）。

为提升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质量，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采用本次31个优秀课题研究成果，试行课程示范教学大纲和参

考教案；采用23个结题课题研究成果试行课程参考教学大纲和参

考教案；采用54个课题试卷命题及参考答案建设试题库。经省农

业农村厅领导批准，给予省校以外的参研单位每个验收结题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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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补助1000元劳务费。希望各级农广校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关键问题的研究，

推动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发展。

附件：1.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研究课题结题

名单

2.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研究优秀课题

名单

3.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研究课题优秀

组织奖名单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2020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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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课题结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课题及子课题完成人排名第一位为主持人）

1.《电子商务实操手册（新农人电商手册）》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阚言华、张晓照、徐胜祥、施 玲

子课题一完成人：阚言华、施 玲、张晓照、徐胜祥

子课题二完成人：徐胜祥、阚言华、施 玲、张晓照

子课题三完成人：张晓照、阚言华、施 玲、徐胜祥

2.《农民法律基础（安徽省农业政策法规选编）》教学规范（标

准）研究

完成单位：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

课题完成人：张 俊、王信群、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一完成人：张 俊、王信群、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二完成人：吴玉成、王信群、张 俊、王 勋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王 勋

3.《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省农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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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完成人：柴一梅、章玉松、田孟洲、唐 雪

子课题一完成人：柴一梅 章玉松、田孟洲、唐 雪

子课题二完成人：章玉松、唐 雪

子课题三完成人：章玉松、田孟洲

4.《农产品品牌建设与营销》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固镇分校

课题完成人：张雪山、周 荣、张雪芳

子课题一完成人：张雪山、周 荣

子课题二完成人：周 荣、张雪芳

子课题三完成人：张雪山、张雪芳

5.《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之经营管理》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阜阳分校

课题完成人：王 成、周春燕、连天鹏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 成、连天鹏

子课题二完成人：王 成、周春燕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 成、连天鹏

6.《小麦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阜阳分校

课题完成人：周春燕、连天鹏、王 成、申育红、张万春

子课题一完成人：周春燕、张万春

子课题二完成人：周春燕、王 成、申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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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三完成人：周春燕、连天鹏

7.《水稻（全省通用）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滁州市农村人才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滁州市分校）

课题完成人：阮树松、周玉婷、陈 娟、孟晓菡

子课题一完成人：阮树松、周玉婷、陈 娟、孟晓菡

子课题二完成人：阮树松、周玉婷、陈 娟、孟晓菡

子课题三完成人：阮树松、周玉婷、陈 娟、孟晓菡

8.《水稻（旱稻、直播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肥东分校

课题完成人：梁英波、刘永峰、刘 红、张 军

子课题一完成人：刘永峰、梁英波、刘 红、张 军

子课题二完成人：刘永峰、梁英波、刘 红、张 军

子课题三完成人：刘永峰、梁英波、刘 红、张 军

9.《水稻（再生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刘跃华、方 霞、胡凤琳

子课题一完成人：刘跃华、方 霞、胡凤琳

子课题二完成人：方 霞、刘跃华、胡凤琳

子课题三完成人：胡凤琳、刘跃华、方 霞

10.《水稻（早晚双季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望江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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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完成人：孙焕平、张 波、郝慧娟、汪晓霞、郑 忠

子课题一完成人：孙焕平、张 波、郝慧娟、郑 忠

子课题二完成人：张 波、郝慧娟、汪晓霞

子课题三完成人：郝慧娟、汪晓霞、张 波

11.《水稻（单季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宿松分校

课题完成人：李文敏、朱全保、虞红宾、许刚刚

子课题一完成人：李文敏、朱全保、虞红宾、许刚刚

子课题二完成人：李文敏、朱全保、虞红宾、许刚刚

子课题三完成人：李文敏、朱全保、虞红宾、许刚刚

12.《山区有机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桐城市分校

课题完成人：方兴龙、胡金甲、胡军林、汪 胜

子课题一完成人：方兴龙、胡金甲、胡军林、汪 胜

子课题二完成人：方兴龙、胡金甲、胡军林、汪 胜

子课题三完成人：方兴龙、胡金甲、胡军林、汪 胜

13.《食用菌栽培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王峻枫、金 钟、郭圣辉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峻枫、金 钟、郭圣辉

子课题二完成人：金 钟、王峻枫、郭圣辉

子课题三完成人：郭圣辉、王峻枫、金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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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产品（畜禽类）质量与安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淮北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丁国皊、丁 玲、王东艳、钱郑平、牛 博

子课题一完成人：丁 玲

子课题二完成人：钱郑平

子课题三完成人：牛 博、王东艳

15.《农产品（种植类）质量与安全常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怀宁县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课题完成人：陈金来、程锡姣、江守国、丁蜀芬、

谢学智、黄剑平

子课题一完成人：陈金来、程锡姣、丁蜀芬、江守国、

谢学智、黄剑平

子课题二完成人：程锡姣、江守国、谢学智

子课题三完成人：丁蜀芬、江守国、谢学智、黄剑平

16.《农药械（种植业）科学安全使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太和县分校

课题完成人：孙丽红、韩广彬、李会艳、孔 岩、牛春风

子课题一完成人：孙丽红、韩广彬、孔 岩

子课题二完成人：韩广彬、李会艳、牛春风

子课题三完成人：牛春风、孔 岩、李会艳

17.《农药械（养殖业）科学安全使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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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五河分校

课题完成人：孙 枫、冉冬梅、袁桂实、曹炳宏、马晓玲

子课题一完成人：孙 枫、冉冬梅

子课题二完成人：袁桂实、孙 枫

子课题三完成人：曹炳宏、马晓玲

18.《蔬菜病虫害防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

课题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二完成人：张 俊、王信群、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三完成人：吴玉成、王信群、张 俊、王 勋

19.《蔬菜瓜果（通用）优质高效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完成单位：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课题完成人：薛贞明、张进山、孙茂虎、卢限东、陈梦玲

子课题一完成人：薛贞明、张进山、陈梦玲

子课题二完成人：薛贞明、卢限东、陈梦玲

子课题三完成人：薛贞明、卢限东、陈梦玲

20.《蔬菜瓜果（设施）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舒城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课题完成人：许 平、李 娟、梅 帅、许沁雪、潘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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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玉、阮琦琦

子课题一完成人：许 平、李 娟、阮琦琦

子课题二完成人：许沁雪、梅 帅

子课题三完成人：潘 凯、查明玉

21.《设施园艺》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

课题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二完成人：张 俊、王信群、吴玉成、王 勋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 勋、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

22.《设施农业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金 钟、王峻枫、郭圣辉

子课题一完成人：金 钟、王峻枫、郭圣辉

子课题二完成人：王峻枫、金 钟、郭圣辉

子课题三完成人：金 钟、王峻枫、郭圣辉

23.《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用技术》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完成单位：池州市池阳职业培训学校

课题完成人：康启忠、王双喜、唐 俊、钱美林、刘小慧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双喜、康启忠、唐 俊、钱美林、刘小慧

子课题二完成人：王双喜、康启忠、唐 俊、钱美林、刘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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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三完成人：王双喜、康启忠、唐 俊、钱美林、刘小慧

24.《设施蔬菜生产经营》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安庆市农业科技教育

中心）

课题完成人：姚国英、李 军、张 莉、程 志、

吴丹丹、郑本一

子课题一完成人：姚国英、张 莉、郑本一

子课题二完成人：程 志、姚国英

子课题三完成人：吴丹丹、李 军

25.《（在地农民）创业指导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课题完成人：王 勋、孙良成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 勋、孙良成

子课题二完成人：孙良成、王 勋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 勋、孙良成

26.《（返乡人员）创业指导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陈德明、陈 娟、胡凤琳

子课题一完成人：陈德明、陈 娟、胡凤琳

子课题二完成人：陈 娟、陈德明

子课题三完成人：胡凤琳、陈德明

27.《创意农业》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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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芜湖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翟后文、陈 娟、王德霞

子课题一完成人：翟后文、陈 娟、王德霞

子课题二完成人：翟后文、陈 娟、王德霞

子课题三完成人：翟后文、陈 娟、王德霞

28.《乡村厨艺与饮食服务》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李 享、周 伟

子课题一完成人：李 享、周 伟

子课题二完成人：李 享、周 伟

子课题三完成人：李 享、周 伟

29.《乡村社会事业服务》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徐胜祥

子课题一完成人：徐胜祥

子课题二完成人：徐胜祥

子课题三完成人：徐胜祥

30.《乡村导游》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南谯区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区农业人才教育

培训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滁州市南谯区分校）

课题完成人：周玉婷、杨 枫、潘 蕙

子课题一完成人：周玉婷、杨 枫、潘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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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二完成人：周玉婷、杨 枫、潘 蕙

子课题三完成人：周玉婷、杨 枫、潘 蕙

31.《农户规模养猪与猪场经营》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明光市分校

课题完成人：刘成江、曾新国、李可持、方吉军、陈 青

子课题一完成人：刘成江、曾新国、方吉军、陈 青

子课题二完成人：曾新国、李可持、方吉军、陈 青

子课题三完成人：曾新国、李可持、方吉军、陈 青

32.《养殖技术基础》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萧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李 敏、胡家耀、孟祥民、孙 影、张 亚、

孙晓莉、李慧丽、刘 河、顾亚楠

子课题一完成人：李 敏、孟祥民、胡家耀、孙 影、

张 亚、李慧丽

子课题二完成人：胡家耀、孟祥民、李 敏、孙 影、

孙晓莉、刘 河

子课题三完成人：孟祥民、李 敏、胡家耀、孙 影、

顾亚楠、李慧丽

33.《兽医药物临床与应用》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萧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孙 影、李 敏、胡家耀、孟祥民、张 亚、

孙晓莉、李慧丽、刘 河、顾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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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一完成人：孙 影、胡家耀、孟祥民、李 敏、

孙晓莉、顾亚楠

子课题二完成人：孟祥民、胡家耀、孙 影、刘 河、李慧丽

子课题三完成人：胡家耀、孙 影、李 敏、张 亚、顾亚楠

34.《家禽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利辛县分校

课题完成人：李 明、王学好、代 勇、高建坤、刘 莉、

吴金灵、邢 蕾、马 磊、王 锋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学好、刘 莉、吴金灵

子课题二完成人：代 勇、马 磊、邢 蕾

子课题三完成人：高建坤、夏国辉

35.《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利辛县分校

课题完成人：李 明、王学好、代 勇、代 皊、王 锋、

高建坤、李传涛、代淑芳、潘洪芳、夏国辉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学好、高建坤、潘洪芳

子课题二完成人：代 勇、李传涛、夏国辉

子课题三完成人：代 皊、王 锋、代淑芳

36.《家畜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巢湖市分校

课题完成人：吴玉成、杜鑫洋、张 俊、王信群

子课题一完成人：吴玉成、杜鑫洋、张 俊、王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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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二完成人：张 俊、吴玉成、王信群、杜鑫洋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信群、张 俊、吴玉成、杜鑫洋

37.《农业物联网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宿州市埇桥区农技推广中心

课题完成人：王 涛、冯媛媛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 涛、冯媛媛

子课题二完成人：王 涛、冯媛媛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 涛、冯媛媛

38.《定价策略与技巧》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夏靖远

子课题一完成人：夏靖远

子课题二完成人：夏靖远

子课题三完成人：夏靖远

39.《农产品（食品）加工与贮藏》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利辛县分校

课题完成人：高建坤、代淑芳、王学好、代 勇、李 明

李树伟、李侠芳、于 芳、苏 红

子课题一完成人：高建坤，成员：代淑芳、代 勇

子课题二完成人：代淑芳，成员：代 勇

子课题三完成人：代淑芳，成员：代 勇

40.《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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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旌德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课题完成人：姚慧丽

子课题一完成人：姚慧丽

子课题二完成人：姚慧丽

子课题三完成人：姚慧丽

41.《农业生态环保》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宿松分校

课题完成人：俞伦琴、邓育坤、杨秀文、石嫦娥

子课题一完成人：俞伦琴、邓育坤、杨秀文、石嫦娥

子课题二完成人：邓育坤、俞伦琴、杨秀文、石嫦娥

子课题三完成人：石嫦娥、杨秀文、邓育坤、俞伦琴

42.《水果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徐 辉、孙良成、唐 雪

子课题一完成人：徐 辉、孙良成、唐 雪

子课题二完成人：孙良成、徐 辉、唐 雪

子课题三完成人：徐 辉、孙良成、唐 雪

43.《池塘高效养鱼实用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凤阳县分校

课题完成人：张云鹤、杨维来、王旋、陈新、

姚国军、王永芳

子课题一完成人：杨维来、王 旋、姚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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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二完成人：陈 新、王永芳、徐德荣

子课题三完成人：陈 新、王永芳、徐德荣

44.《鱼类学》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天长分校

课题完成人：雍金宏、高松柏、占家智

子课题一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子课题二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子课题三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45.《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天长分校

课题完成人：占家智、雍金宏、高松柏

子课题一完成人：占家智、雍金宏、高松柏

子课题二完成人：占家智、雍金宏、高松柏

子课题三完成人：占家智、雍金宏、高松柏

46.《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省农广校）

课题完成人：方 勃、胡 瑞、田孟洲、杨晨卉

子课题一完成人：方 勃、胡 瑞、田孟洲、杨晨卉

子课题二完成人：方 勃、胡 瑞、田孟洲、杨晨卉

子课题三完成人：胡 瑞、方 勃、田孟洲、杨晨卉

47.《水产养殖科学用药有问必答》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天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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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完成人：高松柏、雍金宏、占家智

子课题一完成人：高松柏、占家智、雍金宏

子课题二完成人：高松柏、占家智、雍金宏

子课题三完成人：高松柏、占家智、雍金宏

48.《水产养殖节能减排实用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天长分校

课题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子课题一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子课题二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子课题三完成人：雍金宏、占家智、高松柏

49.《中药材种植》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谯城区分校

课题完成人：王 书、潘子梅、姚道忠、谭素洁

子课题一完成人：王 书、潘子梅、姚道忠、谭素洁

子课题二完成人：王 书、潘子梅、姚道忠、谭素洁

子课题三完成人：王 书、潘子梅、姚道忠、谭素洁

50.《森林培育学》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舒城县林业局

课题完成人：苏春华、翟田俊、丁 俊、钱 东、包 林

子课题一完成人：苏春华、丁 俊

子课题二完成人：翟田俊、包 林

子课题三完成人：丁 俊、钱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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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园林树木栽培与养护》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舒城县林业局

课题完成人：徐善传、翟田俊、丁 俊、苏春华、

钱 东、包 林

子课题一完成人：徐善传、苏春华

子课题二完成人：翟田俊、包 林

子课题三完成人：丁 俊、钱 东

52.《果树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舒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课题完成人：范国斌、李 娟、魏祥艾、严双荣、江 勇、

钟玉珍、朱莉莉

子课题一完成人：范国斌、李 娟、魏祥艾、严双荣

子课题二完成人：魏祥艾、李 娟、钟玉珍

子课题三完成人：严双荣、江 勇、朱莉莉

53.《怀远石榴栽培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怀远县农业广播电视分校

课题完成人：马庆现、娄 志、唐兴龙、随怿明

子课题一完成人：马庆现、娄 志、唐兴龙、随怿明

子课题二完成人：马庆现、娄 志、随怿明

子课题三完成人：马庆现、唐兴龙、随怿明

54.《瓜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完成单位：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潜山市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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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完成人：张晓照、孙勇潮、林 灵、洪小状、赵广恒、

方传文

子课题一完成人：张晓照、林 灵

子课题二完成人：孙勇潮、赵广恒

子课题三完成人：洪小状、方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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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优秀课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电子商务实操手册（新农人电商手册）》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阚言华

2.《农民法律基础（安徽省农业政策法规选编）》教学规范（标

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 张 俊

3.《现代农业经营与管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柴一梅

4.《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之经营管理》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完成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阜阳分校）

课题负责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颍上县分校 王 成

5.《小麦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阜阳分校

周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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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稻（全省通用）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滁州市农村人才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广校

滁州分校） 阮树松

7.《水稻（旱稻、直播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肥东分校 梁英波

8.《水稻（再生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刘跃华

9.《水稻（早晚双季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望江分校 孙焕平

10.《水稻（单季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宿松县分校 李文敏

11.《山区有机稻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桐城市分校 方兴龙

12.《食用菌栽培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王峻枫

13.《农产品（畜禽类）质量与安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淮北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丁国皊

14.《农产品（种植类）质量与安全常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怀宁县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陈金来

15.《农药械（种植业）科学安全使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太和县分校

孙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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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农药械（养殖业）科学安全使用知识》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五河分校 孙 枫

17.《设施蔬菜生产经营》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安庆市农业科技

教育中心） 姚国英

18.《（返乡人员）创业指导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陈德明

19.《（在地农民）创业指导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王 勋

20.《乡村厨艺与饮食服务》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李 享

21.《乡村社会事业服务》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 徐胜祥

22.《乡村导游》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南谯区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区农业人才

教育培训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滁

州市南谯区分校） 周玉婷

23.《养殖技术基础》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萧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李 敏



—24—

24.《兽医药物临床与应用》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萧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孙 影

25.《家畜生产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巢湖市分校 吴玉成

26.《农业物联网知识》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宿州市埇桥区农技推广中心 王 涛

27.《定价策略与技巧》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夏靖远

28.《农业生态环保》教学规范（标准）研究（完成单位：安徽

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宿松分校）

课题负责人：宿松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中心 俞伦琴

29.《水果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徐 辉

30.《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 方 勃

31.《瓜蒌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教学规范（标准）研究

课题负责人：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潜山市分校 张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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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规范（标准）
研究课题优秀组织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滁州市农村人才科技教育中心（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滁

州市分校）

2. 合肥市农业经济技术服务管理总站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3. 安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安庆市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4.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徽省阜阳分校

5. 南陵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6.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天长分校

7. 舒城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8. 安徽省萧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9.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宿松分校

10.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利辛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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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农村厅杨增权副厅长，财务处，人事处，科教处；中央

校职教处，省教育厅职成处，合肥市教育局职成处。

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20年8月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