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农业大学与英国皇家农业大学合作举办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2017 年度报告 

 

一、办学基本情况 

土地资源管理（中英合作）本科专业是由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与英国皇家农业大学共同设置与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旨在培养具

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在土地资源管理与房地产经营领域具有坚实的现代管

理学、经济学及资源学的基本理论，具备土地资源调查、评价、整治、规

划与管理，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应用，房地产投资、

评估、营销和代理等核心技能和实践能力，熟悉国家及国际土地利用与管

理的有关理论、政策和房地产商务环境，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国土、城建、房地产、学校、科研部门以及

相关领域从事土地管理、房地产与土地经营、投资、评估和管理的创新型、

专业型的国际化高级专门人才。 

本项目于 2012 年获教育部批准，2013 年开始招生，2017 年有首届毕

业生。2017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并提出招生延期申请，

经教育部批准，招生有效期延期至 2022 年。 

二、学生培养 

本项目现有 4 个年级的在校生，共有在校生 425 名，其中 2014 级 74

人，2015 级 124 人，2016 级 125 人，2017 级 102 人。按照最新修订的教学

方案，学生需修满 174 学分，其中中方占 64.66%，英方占 35.34%。具体的

学分分配和比例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中英双方学分分配与比例 

课程性质 
中方 英方 

合 计 
学分（分） 比例（%） 学分（分） 比例（%） 

必修课程 88 64.71 48 35.29 136 

实践课程 24.5 64.47 13.5 35.53 38 

合 计 112.5 64.66 61.5 35.34 174 

*必修课分为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中英双方学分分配与比例如下。 

表 2 必修课类别中英双方学分分配与比例 

必修课类别 
中方 英方 

合 计 
学分（分） 比例（%） 学分（分） 比例（%） 

通识课程 29 87.88  4 12.12  33 

专业基础课 46 100.00  0 0.00  46 

专业核心课 13 22.81  44 77.19  57 

合 计 88 64.66  48 35.34  136 

三、师资建设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2017 年，新引进中方教师 2 名，足以满足中英

双方课程教学需求。中方共有教师 16 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5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11 人。另有 3

名教学辅助人员。英方共派出教师 21 人，主要来自英国和加拿大，其中具

有博士学位的 7 人，硕士学位的 14 人，高级讲师 3 人，20 年以上教龄的

11 人。 

四、教学组织与项目管理 

（一）主要课程设置  

1、中方主要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情教育、综合英

语、计算机文化基础与数据库、高等数学、管理学基础、测量学、地质地

貌学、土壤资源学、测绘学、地籍测量、土地资源学、土地规划学、土地

管理学、基础遥感、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土地开发与整理、地籍测量学、

不动产评估、土地法学、地理信息系统等。 



2、英方主要课程设置：学术英语、环境管理、地产经济学、商务金融

管理、房地产投资与评估、规划实践管理、城市设计与发展、农村土地利

用、房地产商务管理、房地产营销与代理、产业规划与计划、土地资源管

理专业英语、土地资源管理科技文献阅读、研究方法论等。 

（二）教学组织与管理  

本专业招收达到国内普通本科录取标准的学生，学制四年，全部在国

内完成。第 1 学年主要英语强化训练（双方共同进行），并完成德育、体育

及部分公共基础课。从第 2 学年起，英方派教师每学期到中国为学生开设 2

至 3 门专业课。英方共讲授 13 门专业课程，全部为核心主干课程。英方教

师全部使用英语授课，并采用英国原版教材及英国的教学、考试方式，使

学生逐步了解并适应西方的教学方式方法，在学习上逐步与国际教育接轨。

第 4 学年下学期，学生在中英双方教师的指导下用双语进行毕业论文写作，

并由中英双方共同组织答辩。成绩合格的学生可获得中国山东农业大学颁

发的本科毕业证书、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五、财务状况 

我校严格执行相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合作办学项目的资金管理符合

国家财务管理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相关法

规的要求。本学年学费收入 761 万元，学校投入 415 万，合计收入 1176 万；

我方支出办学费用 753 万，英方支出办学费用 423 万，共支出办学费用 1176

万元，年底收支平衡，详见财务会计报告。 

六、教学质量监控 

（一）合作双方共同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共同完成学生的培养任务 



在教学运行和管理中，不断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在原有方案的运行

中出现英方课程经常调换开课学期和具体时间，给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了

诸多麻烦，再者随着 2013 级第 1 届本专业学生毕业，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

设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因此，2017 年在合作双方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调整

了新的培养方案，调整内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英方对课程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根据课程内容的先后，将英方课程重新固定到具体学期和上课周，

原则上不能再随意调换，同时微调了部分中方课程的开课学期，维持各学

期课程均衡；二是增设了一门英方课程《研究方法论》（2 学分），辅助学生

的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根据实际情况从英方课程《农村土地利用》和《房

地产商务管理》两门课中各减去 1 学分，英方课程总学分不变；三是按学

校的规定中方理论课调整为每学分 16 个学时，实验课每学分 32 学时，四

是规范了四门英方课程的中文译名。新培养方案已经在 17 级学生的教学中

使用。 

（二）严格执行教学计划 

2017 年该专业各课程均按教学计划严格执行，按教学日历上课，无异

常。2017 年 6 月由中英双方教师共同组成答辩导师组，完成了 2013 级中英

土管学生的毕业答辩，见附图 1。 

（三）定期进行教学探讨与反馈 

附图 2 为 2017 年 9 月，英方与中方教师和 2017 级新生进行专业交流，

英方详细介绍了英国皇家农业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条件、模式等情况，

并对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教学成绩、出国学习等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 

附图 3 为 2017 年 9 月，英方与中方教师召开交流会，就教学管理中出



现的问题深入交流、探索解决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修订了教

学方案。 

（四）成立了专门的管理体制 

由中英双方的相关领导和部门成立了中英合作办学项目联合管理委员

会，对教学运行和管理进行整体监控。 

七、党建工作 

该专业 425 名在校生中共有学生党员 12 人，入党积极分子 60 余人，

隶属于学生第一党支部，该支部认真推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开展各类党员示范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坚持引领示范，以上率下，积极参加党

员示范岗、党员文明督查活动，参加了 “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东平夏谢

五村支教行”、“一杯水一份情”等公益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有效提高了学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对于党的认识，

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坚定了学好专业本领报效国家的决心。 

八、社会评价 

该专业自 2013 年开始招生以来，各年度招生人数为：2013 级 75 人，

2014 级 74 人，2015 级 124 人，2016 级 125 人，为实现专业内涵式发展、

切实保障并提高教学质量，2017 年控制招生规模为 102 名，可见，招生规

模稳步增加，社会认可度逐渐提高。 

2017 年该专业首批学生毕业，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 90.67%，总体

就业流向分为考研、协议就业、劳动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出国学习等。

其中出国 10 人，占 13.33%，国内考研占 14.7%；协议就业 18 人，占 24%。 



九、办学特色 

（一）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紧扣国际行业需要。 

本项目培养的学生不仅能掌握与普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一样的专

业知识，毕业后考研、出国、就业，而且了解国际及国内房地产商务环境、

掌握市场规律，能从事房地产与土地经营、投资、评估和管理等工作，具

有国际视野，能满足当前社会对于国际型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

人才的需求。 

（二）强化英语教学，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显著提高。 

根据双方共同制定的教学计划，新生入学后第一学年主要进行英语强

化学习，使学生能熟练掌握并运用英语来学习英方课程打好基础，为此，

我们首先在教学资源上实行了优化配置，英语师资向本专业适当倾斜，从

校内选派有留学经历或获得相应英语讲课竞赛奖项的英语教师授课，其次，

推行小班教学，加强英语口语表达练习，提高课堂效果。第一学年的最后

四周，由英方派教师到学校给学生做口语和听力强化训练，然后进行英语

水平考试（难度相当于雅思 6.0），2013、2014 和 2015 级学生通过率分别为

96.2%、98.7%和 100%，教学成效显著。 

（三）提供了顺畅、稳定的出国深造途径。 

只要英语测试通过相关条件，就可申请进入英国皇家农业大学攻读硕

士学位（一年），也可攻读 MBA（一年半）。同时，合作专业的学习经历、

较高的英语水平也为申请英国其他大学、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及研究单位

的研究生增加了竞争力。 

  



附图 

 

图 1 2013 级学生毕业答辩 

  

图 2 2017 年 9 月英方与中方教师和新生见面会 



 

图 3 2017 年 9 月英方与中方教师项目管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