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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闻 

学院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签署学术合作协议        

7 月 21 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学术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学院院长周培、东京农业大学校长代表、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志

和地弘信分别致辞，周培代表农生学院在东京农大校长髙野克己签署的学术合作协议上签字。

签约仪式由农业与生物学院副院长车生泉主持。 

周培代表学院对志和地弘信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相信在原有交流基础上通过此次

签约将会更好地开展农业领域的教育、科研合作交流等学术合作，共同解决目前面临的环境

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志和地弘信对农生学院表示感谢，表示此次签署学术合作协议，

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期待以此为契机，丰富和拓展合作领域，有效促进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全面展开。 

   

东京农业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鈴木貢次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综

合办主任蔡玉平、事务主管张芮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曹林奎、农业与生物学院党委

副书记谢立平、副院长刘志诚、动物科学系主任孟和、植物科学系教授蔡润、合作交流办公

室主任李玉红出席了签约仪式并进行了交流。 

据悉，东京农业大学成立于 1861 年，是日本成立最早的私立农业大学，也是日本唯一的

农学专业的大学，截止 2014 年已经和世界各地 30 个以农业为核心的大学成为友好学校，例

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法国里尔农业高等学院、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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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意大利 VITROPLANT 公司、江苏阿里巴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 

7月 2日, 中欧农业合作项目对接会暨建立中欧园艺产品研发中心签约仪式在江苏常熟举

办。上海交通大学农业生物学院车生泉副院长、张才喜教授、许文平副教授、宋士任博士出

席会议。 

 

会上，车生泉副院长和张才喜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中欧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性与前景》

和《我国水果产业发展分析》的报告，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家一路一带发展战略中，应该

通过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协作，促进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车生泉

副院长代表交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农业与生物学院与江苏阿里巴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欧

盟最大的植物工厂意大利 VITROPLANT 公司签署了“建立中欧果苗和园艺产品研发中心合作意

向和备忘录”。 

据悉，该项目是江苏阿里巴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当地政府对国际农业项目的支持，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农生学院专家教授，在国际外交官合作平台的推动下，在罗马尼亚农业与

兽医药大学原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与欧盟最大的植物工厂意大利 VITROPLANT 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建立中欧园艺产品研发中心，旨在将中欧农业合作提升到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高度，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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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农业与兽医药大学访问上海交大  

7月 3日下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农业与兽医药大学副校长 Florin Stanica 教授夫妇、

意大利 VITROPLANT 公司总裁 Gerardo Grilli 博士一行到访上海交大，在农业与生物学院举

行了教育与科技合作座谈会。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郭亮副处长，农业与生物学院周培院长，

植物科学系果树研究室张才喜教授、许文平副教授、宋士任博士出席了会议。学院副院长车

生泉主持会议。 

郭亮副处长和周培院长对来宾表示

热烈的欢迎，并谈了合作前景、合作方

式和合作内容，尤其强调了科研和教育

的合作。车生泉副院长介绍了学校简况，

并详细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学科、科学

研究、教育和国际合作情况。Florin 

Stanica 副校长详细介绍了布加勒斯特

农业与兽医药大学的历史、规模、院系设置，学制设置以及下属研究所。双方讨论了合作的

范围和模式，并就下一步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包括签署 MOU 和共同成立中欧园艺联合研究中

心，Florin Stanica 副校长邀请交大在 9 月份访问布加勒斯特农业与兽医药大学，并落实相

关双方合作意向。 

 

7 月 4 日上午，Florin Stanica 教授在学院 0-103 会议室做了题为《欧洲果树生产技术

与研究》的报告，邀请了学院果树研究室的全体教职工和研究生的参与，以及上海市农业科

学院林果所的科研工作者们，与会人员受益良多。据悉，布加勒斯特农业与兽医大学成立于

1852 年，位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市，是罗马尼亚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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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注册营养师吴希素到我院做讲座 

7月 16日上午，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邀请美国注册营养师老师来到我院，作题为“2015

美国最新(疾病预防)饮食指南”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院长周培教授主持。 

 

吴老师是首位在美国加州洛杉机私人执业的营养师，她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推广健康饮食，

把有科学根据的营养常识化成普及资讯，她也是陆伯勋中心网站“营养专栏”的特邀撰稿人。

在报告中，吴老师主要讲解了美国营养师的职业、饮食中脂肪和胆固醇更新的建议、2013 年

美国美国心脏协会(AHA) 和美国心脏病学院 (ACC) 所提供的生活管理方式来减少心血管风

险以及美国排名第一的健康饮食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精彩的报告中，与会师生与吴老师展开热烈的讨论。本次报告为大家如何健康饮食、

瘦身减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于广大师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人才培养 

学院成功举办 2015 学年暑期夏令营  

7 月 14 日、15 日，在学院周密部署与精心安排下，来自五湖四海各大高校的 140 余名优

秀学子齐聚交大农生学院，参加暑期夏令营，感受学院魅力，体味别样假期。 

7 月 14 下午，开营式在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学院党委书记齐红、院长周培、党委副书

记龚强、研究生教务办主任赵晓东及学院资源与环境系、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园林科学与工

程系、植物科学系、动物科学系五大系系主任出席开营式，开营式由学院副院长左开井主持，

全体学生营员参加了开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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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仪式伊始，周培院长致开幕词。他首先代表学院对各位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与诚

挚问候，紧接着立足实际，就学院发展历程、学科建设、师资规模、科学研究等方面向在座

同学作了详尽介绍，他强调，农生学院作为教育部、农业部合作共建全国八所涉农高校之一，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发展迅速，他鼓励同学们展现自我风采，并预祝同学们取得优异成绩。     

随后，龚强副书记与在座同学分享了他眼中的“夏令营”。他指出，夏令营重在亲身体验，

他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多听、多看、多想，享受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收获，满载而归。接

下来，齐红书记宣布夏令营正式开营，并预祝同学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开营式结束后，各系举办了学科介绍会。学科介绍会上，各系老师有针对性地就专业设

置、师资力量、研究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向同学们作了详细介绍，使同学们对各学科有了

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在志愿者引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各学科实验室，并与相关老师及学

长学姐进行了深入交流。 

7 月 14 晚，学院为营员们举办了校园生活

分享会。分享会上，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朱哲

敏、科创中心执行主任王浩、记者团团长程杰

杰，先后介绍了学院学生社团，并分享了研究

生生活感悟。7 月 15 日上午，在学院实验楼举

行了笔试，下午进行了分组面试。7月 15日晚，

闭营式在学院报告厅举行。闭营式上，赵晓东

老师作总结发言，她对同学们通过层层考验表示祝贺，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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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进入闭营晚会环节，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与一个个精彩的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一片轻松欢乐的氛围中，闭营晚会圆满结束，为期两天的夏令营也画上句号。 

据悉，学院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每位营员的笔试成绩及面试表现，给

予客观公正的综合评定，评定结果将在 8 月份公布。 

 

学院召开 2015 级新生班主任交流会  

7 月 23 日，农业与生物学院在农生大楼 3-101 会议召开 2015 级新生班主任交流会，学院

党委书记齐红，全体 2015 级本科生、研究生新生班主任以及学院教务办和学工办的相关老师

参加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副书记龚强主持。 

龚强就农业与生物学院 2015 级新生本科生生源情况和各位班主任进行了交流，并重点介

绍了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学生培养情况。紧接着，龚老师结合自己工作经验和大家分享了大

一学生工作规律，指出大一学生是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重要阶段，班主任老师在大一阶段

需着重开展新生的适应教育和专业生涯教育，指导新生同学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引领

学生学专业、爱专业。并建议班主任全覆盖建立学生的电子成长档案，全面记录学生在校思

想和学习情况，也便于今后高效的进行学生管理。 

 

会上向各位新生班主任发放了 2014 年修订的《农业与生物学院学生工作规章制度》，并

再次强调了班主任的职责和义务，部署了各位班主任在开学初的主要工作，希望各位新生班

主任利用暑期尽快熟悉学生评优、推优入党、奖学金评定、学风考风建设等工作，以便新学

期更好的开展班主任工作。学工办金丽鑫介绍了研究生迎新工作安排，卜军敏介绍了本科生

迎新计划，教务处庄天明老师介绍了教务迎新工作计划，各位新任班主任就新生入学时常遇

见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最后，齐红高度肯定了各位班主任在我院学生培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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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级新生班主任的选拔是经过学院层层筛选选拔出来的，组成了由教授领衔，青年教师为

主的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一个工作团队，希望各位班主任能和教务老师、思政老师做好密切配

合，并针对今年学生培养中新遇见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尤其要发挥出班主任专

业优势，在新生入学时做好专业教育，引导学生尽快的适应大学生活，了解专业前景，增强

专业兴趣。 

农业与生物学院长期非常重视对班主任工作的指导和探索。本次班主任会议前瞻性地统

筹部署了班主任迎新工作计划，强化了班主任工作的制度建设，密切了思政教师、教务老师

和班主任的交流联系，为学院顺利开展各项学生工作奠定了基础。 

 

 

学院师生走访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7 月 21 日，农业与生物学院就业指导朱勇老师，辅导员高扬、程志才及学生代表专程走

访了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走访过程中，一行人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人事处人事科科长彭觅及农生学院校友孙

童、孙超、周豪迟、崔金璐等就近些年公务员考试、面试的变化进行了充分交流。 

彭科长对检验检疫局人事招录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充分肯定了农生学院毕业生在检

验检疫局的工作表现。同时，她强调，应届生如有志加入公务员队伍，务必要做好充分的考

试准备，必要时参加一些培训班以提高自己的面试技巧。紧接着，农生学院校友结合自身工

作经验、成长经历，纷纷给出备考建议。 

通过此次走访，加强了农生学院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交流，对学生职业发展和学

院就业工作的推进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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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上海欣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7 月 23 日，农业与生物学院与上海欣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共建 2015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并完成挂牌仪式。学院党委副书记龚强老师、就业指导朱勇老

师和辅导员程志才参加了本次活动。 

  

欣海园林综合管理部薛菲经理接待了龚强老师一行。在交流中，龚老师首先对欣海园林

给予学院园林专业学生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希望欣海园林与农生学院展开更加广泛的合

作，拓展互动途径，以增强学生对园林行业的认知程度，为上海园林人才的培养注入新活力。 

欣海园林薛菲经理简要介绍了园林行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对农生学院学

子的突出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交大学生来欣海园林参观、实习和工作。 

通过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双方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为在校学生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

同时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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