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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农牧渔类）专业简介和专业教学标准

修（制）订工作方案

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 O 二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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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关于印

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

号）要求，发挥新版《目录》的规范引领作用，指导职业院校

全面修（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关于启动<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标准>修（制）订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现组织开展农牧渔类

《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以下简

称《简介》和《标准》）修（制）订工作，全面提升农业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和专业设置实际，

2021 年 11 月前完成第一批职业教育（农牧渔类）59 个专业简

介和 33 个新增设、名称调整及内涵升级明显专业的教学标准修

（制）订工作，其中中职专业 24 个、高职专科专业 25 个（含

兽药制药技术）、高职本科专业 10 个。修（制）订计划见表 1。

表 1 职业教育专业（农牧渔类）《简介》和《标准》修（制）订计划表

序号 专业层次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修（制）订内容

1 中职 农业类 种子生产技术 610101 《简介》和《标准》

2 中职 农业类 作物生产技术 610102 《简介》和《标准》

3 中职 农业类 循环农业与再生资源利用 610103 《简介》和《标准》

4 中职 农业类 家庭农场生产经营 610104 《简介》和《标准》

5 中职 农业类 园艺技术 610105 《简介》和《标准》

6 中职 农业类 植物保护 610106 《简介》

7 中职 农业类 茶叶生产与加工 610107 《简介》

8 中职 农业类 中草药栽培 610108 《简介》和《标准》

9 中职 农业类 烟草栽培与加工 610109 《简介》和《标准》

10 中职 农业类 饲草栽培与加工 610110 《简介》和《标准》

11 中职 农业类 农村电气技术 610111 《简介》

12 中职 农业类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 610112 《简介》

13 中职 农业类 农机设备应用与维修 610113 《简介》和《标准》

14 中职 农业类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610114 《简介》和《标准》

15 中职 农业类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610115 《简介》和《标准》

16 中职 农业类 休闲农业生产与经营 610118 《简介》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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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协调行业企业和有关院校，为调研、修（制）订工作提供

必要的条件保障，并按程序为专家认定工作量。

四、时间安排

1.成立行业工作组和研制组。2021 年 7 月，组建《简介》

和《标准》修（制）订工作组和研制组，制定工作方案，做好

任务分工，并向综合组秘书处报备。

2.召开启动会暨培训会。2021 年 8 月上旬，在山东畜牧兽

医职业学院召开职业教育（农牧渔类）《简介》和《标准》修

（制）订工作启动会暨培训会。工作组在综合组指导下组织开

展修（制）订研制人员培训，统一要求，明确任务，确保质量。

3.调研、起草、内部审定。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

各研制组根据工作方案和调研要求，组织开展相关调研、修订、

起草工作，形成《标准》调研报告、《简介》和《标准》草稿

及《标准》修（制）订说明。工作组组织内审会对《标准》调

研报告、《简介》和《标准》草稿及《标准》修（制）订说明

进行审核，形成送审稿。

4.审定验收。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工作组向综合组秘书

处提交送审稿，综合组秘书处组织审议会，进行审议验收。未

通过验收的，返回限期修改后再进行复审。

五、联系方式

在《简介》和《标准》修（制）订工作过程中如有问题，

请及时与农业行业工作组或农指委秘书处联系。

1.农业行业工作组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李志杰



序号 分组 研制内容
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职务 职称 手机 邮箱 专家组职务

师

11 姜 鑫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

学院
畜牧兽医 二级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3766662857 18452305@qq.com 成员

12 杨晓志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畜牧兽医 教师 副教授 13952619255 364212392@qq.com 成员

13 周效桂
中国牧工商(集团)有

限公司
农业推广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硕士 13511078172 zhouxg@cahg.com.cn 成员

14 吴健平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

学
畜牧兽医 硕士 13707816078 122178015@qq.com 成员

15 张传师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国家“双高计划”畜
牧兽医专业群负责
人

教授 13635301809 117846810@qq.com 成员

19
畜牧
业 2
组

1.高职本科动
物医学《简介》
和《标准》

2.高职专科动
物防疫与检疫
《简介》

1 武彩红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医检教
研室主任

教授 15961053290 118095289@qq.com 组长

2 王洪利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

院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教授 13583621868 sdmywhl@sina.com 副组长

3 刘 莉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牛羊病防治教研室
主任

副教授 15850850678 vetlily@163.com 执笔人

4 杜改梅 金陵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专业带头
人

教授 18913806851 464610730@qq.com 成员

5 郑江平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动物医学

动物科学技术系主
任

教授 13916742009 zhengjp@shafc.edu.cn 成员

6 张振仓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动物工程学院副院
长

副教授 13572436889 602326286@qq.com 成员

7 陈文钦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

院
动物医学

动物（食品）科技学
院院长

教授 15342271768 479379533@qq.com 成员

8 杨庆芳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生物工程系系副主
任

副教授 15903549390 474861982@qq.com 成员

9 张 君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专业带头
人

副教授 15913116684 bbyvet@163.com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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