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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

南京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题词:“知国情、 懂农民、育人才、兴农业”。



南京农业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古都南京，是一所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

工、文、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和“双一流”建设高校。

现有19个学院（部）；64个本科专业、30个硕士授权一级学科、20种专业学位授予权、17个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和

15个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国家特聘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47人次，国家级教学名师3

人，全国优秀教师、模范教师、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5人，入选国家其他各类人才工程和人才计划140余人次，国家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1个，国家和省级教学团队6个。

南京农业大学人才培养涵盖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及干部培训等各层次，建有“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植物

生产、动物科学类、农业生物学虚拟仿真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是首批通过全国高校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价的大学之

一。2000年，获教育部批准建立研究生院；2014年，首批入选国家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2019年，金融学、社会

学、生物科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工程、农学、园艺、植物保护、种子科学与工程、农业资源与环

境、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农林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14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英语、水产养殖

学等2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秉承以“诚朴勤仁”为核心的南农精神，培

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南农品格”的拔尖创新型和复合应用型人才，先后造就包括50多位院士在内的30余万名

优秀人才。

南京农业大学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在第四轮全国

一级学科评估中，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农林经济管理4个学科获评A+，公共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3个学科获评A类。有8个学科进入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8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学科排名全球前1%， 2个学

科进入前1‰，跻身世界顶尖学科行列。

南京农业大学建有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肉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信息农业

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国家有机类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整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绿色农药创制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67个国家及部省级科研平台。“十二五”以来，到位科

研经费60多亿元，获得国家及部省级科技成果奖200余项，其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12项。主动服务

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次被评为“国家科教兴农先进单

位”。2017-2019年，连续三届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

南京农业大学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对外交流日趋活跃，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160多所境外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保持着学生联合培养、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康奈尔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新西兰梅西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开展“交流访学”“本科双学位”“本硕双学

位”等数十个学生联合培养项目，2019年经教育部批准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设立南京农业大学密西根学院。建有

“中美食品安全与质量联合研究中心”“中国-肯尼亚作物分子生物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动物健康与食品安

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动物消化道营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英植物表型组学联合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全球健康联合研究中心”“亚洲农业研究中心”等多个国际合作平台。2007年，成为教育部“接

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2008年，成为全国首批“教育援外基地”。2012年，获批建设全球首个农业特

色孔子学院。2014年，获外交部、教育部联合批准成立“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

作为近现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拓荒者，南京农业大学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强内涵建设，

聚力改革创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着力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全面开启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崭新征程！

南京农业大学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培训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早在1983年经原国家教委、农牧渔业部批准，成立了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

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分院，1986年成立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分院，2002年更名

为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南京农业机械化分院，先后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业部现代农业技

术培训基地”、“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示范基地”；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

业培训基地”，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首批“教育援外基地”、被江苏省委组织部认定为“江苏省

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被南京市委组织部选定为南京市处级以上干部选学培训首批试点高

校，被新疆克州政府认定为“克州干部赴内地培训基地”，被拉萨市委组织部认定为“拉萨市

人才培养基地”，被常州团市委确定为“常州市涉农产业青年电商培训基地”。

学校建有新农村服务基地35个、现场教学基地130个。南京农业大学已建立了特色鲜明的

农业专项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每年更新开发培训项目10项以上，拥有一支由高校、科研院所的

专家教授、相关行政部门的专家领导、有关企业集团高管、基层一线先进典型等组成的1000多

人专兼职培训师资库。

多年来，继续教育学院积极开展农业专业技术骨干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职业经

理人、基层农村干部、涉农专业创新创业大学生等方面的培训工作；培训区域以华东地区为

主，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近三年来，共培训农业专业技术骨干人员18468人次，265个班

次；培训高素质农民29515人次，172个班次；培训农村基层干部7915人次，131个班次；培训

农业职业经理人890人次，10个班次；涉农专业大学生6900人次；农药经营资格证书培训600

余人次；茶艺师100余人次；连续八年承担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大县局长轮训培训任务。



农业系统干部培训 农业系统干部培训
1、分管农业县（市）领导高级研修班
培训主题：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基层治理

培训内容： ● 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与

  新农村建设

 ●  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农业供给侧改革

 ●  新常态下现代农业体制机制创新

 ●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路径与模式

 ● 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等

 ● 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2、县（市）农业局长高级研修班
培训主题：村庄规划编制

培训内容：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辅导报告

 ●  空间规划布局与村庄规划

 ●  乡村规划理论与国内外发展历程

 ●  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和乡村空间利用

 ●  规划引领下的幸福慢村与整村开发模式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4、乡镇长培训
培训主题：乡村振兴发展

培训内容： ● 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

 ●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3、县（市）农机局长高级研修班
培训主题：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题培训班

培训内容： ●  新常态下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形势与任务

 ●  农业现代化的思考

 ●  加强廉政建设，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经验与启示

 ●  农业物联网与智能农业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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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干部培训
培训主题：村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培训内容： ●  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  乡村农业旅游的转型升级

 ●  美丽乡村“一村一品”开发

 ●  农产品营销与农业品牌建设

 ●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教学、经验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6、精准扶贫干部培训
培训内容： ●  新常态下财政金融扶贫开发支持现状与 

  创新体系构建

 ●  乡村旅游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
 ●  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助推脱贫攻坚讲座

 ●  农业转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助推脱贫

 ●  精准扶贫到村到户案例探讨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农业系统干部培训

7、大学生村官培训
培训内容： ●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

 ●  农业创业政策和市场机遇

 ●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管理

 ●  人际沟通与公务礼仪

 ●  社区管理及典型案例分析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农业系统干部培训

8、农业干部素质提升培训
培训内容： ●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解读

 ●  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

  代化

 ●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业结构调整

 ●  领导干部沟通能力提升与形象建设

 ●  危机管理与突发事件处理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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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民培训

4、高素质农民（种植业）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与技术

 ●  稻麦节能增产技术

 ●  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与应用

 ●  农药安全使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  农作物重要病虫防治技术等

 ●  无人机支持下的农作物精确施肥喷药技术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3-5天

3、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培训内容： ●  企业岗位设置

 ●  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

 ●  采购与库存管理

 ●  商务谈判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  农业生态与环境保护

 ●  农业职业经理人职业道德

 ●  农业生产标准化实施

 ●  农业项目与申报

 ●  农产品加工、包装与保鲜技术

 ●  实训模拟：沙盘演练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10-15天

高素质农民培训

2、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培训
培训内容： ●  家庭农场休闲农业建设

 ●  家庭农场经营风险及防范

 ●  农产品电子商务

 ●  农药肥料双减量的途径和技术

 ●  家庭农场品牌创建与营销策略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1、现代农业带头人培训
培训内容： ●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高素质农民

 ●  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  农产品电子商务

 ●  农产品营销策略及品牌建设

 ●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路径与模式

 ●  农业融资担保政策与法规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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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素质农民（养殖业）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畜禽养殖新模式、新技术

 ●  动物疫病防控对策

 ●  畜禽规模场粪污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

 ●  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的实践与模式

 ●  兽药安全使用与畜产品安全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3-5天

5、高素质农民（蔬菜园艺）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实用果蔬栽培新技术、新方法

 ●  信息化技术在蔬菜园艺中的应用

 ●  果蔬产后保鲜管理

 ●  果蔬病虫害防治

 ●  国外精品果蔬生产与市场发展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3-5天

7、高素质农民（水产业）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水产养殖新技术

 ●  名贵品种介绍及养殖新技术

 ●  水产养殖环境的生态修复技术

 ●  水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及其控制技术

 ●  水产养殖病害常规检测技术及防治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基地实训

培训时间：一般3-5天

高素质农民培训 高素质农民培训

8、农业创新创业培训
培训内容： ●  农业创业政策和市场机遇

 ●  互联网+农业

 ●  设施农业与高效农业

 ●  休闲农业与创意农业发展

 ●  农产品电子商务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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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双学双比女能手培训
培训内容：●  农业企业领导者的艺术魅力

 ●  高效农业与现代农业

 ●  农产品营销策略与品牌建设

 ●  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

 ●  物联网与智能农业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

1、农业技术（种植业）人员培训
培训内容： ●  农业推广体系如何适应新型经营主体的不同

  需求
 ●  农作物连作障碍生物调节与平衡施肥
 ●  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
 ●  农业物联网与智能农业
 ●  农业技术推广法解读
 ●  转基因生物安全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2、农业技术（畜牧业）人员培训
培训内容： ●  如何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做好农技推广

  工作

 ●  国外畜禽养殖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  动物疫病防控对策

 ●  畜牧生态健康养殖的实践与模式

 ●  兽药安全使用与畜产品安全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高素质农民培训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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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

3、农业技术（水产）人员培训
培训内容： ●  农技推广法实施办法

 ●  水产养殖技术智能化控制

 ●  水产养殖病虫害综合防治新技术

 ●  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工程

 ●  标准化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设与管理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农产品监管现状与监管体制机制

 ●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与基层

  监管能力建设

 ●  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置与风险评

  估

 ●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体系完善

 ●  作物生产环节安全建设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

 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2、土地管理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土壤生态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

 ●  农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

 ●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土地增值收益共享

 ●  土地变更调查专题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相关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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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农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
培训内容： ●  农业初创企业的融资

 ●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经验谈

 ●  如何选择农业创业项目

 ●  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南

 ●  农业微商创业之道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3、食品药品监管专题培训
培训内容： ●  食品药品监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  食品安全监管实务与风险防控

 ●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与正确应对媒体

 ●  食品药品监管队伍执行力建设

 ●  医疗器械质量监管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5-7天

相关专题培训

5、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培训内容： ●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美丽乡村建设

 ●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  地力提升与化肥减施增效途径

 ●  食品供应过程中不安全因素及其控制

 ●  互联网+思维下的智慧农业 
 ●  绿色循环农业模式与技术

 ●  现代农业与科技推广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

 现场教学

培训时间：一般3-5天

6、深化农村改革培训
培训内容： ●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相关文件精神解读

 ●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

 ●  农村产权交易

 ●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研讨交流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相关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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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地流转增值与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培训内容： ●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

 ●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与土地增值收益共享

 ●  农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

 ●  一二三产融合如何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经济解

   释与制度反思

 ●  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社会转型与乡村治理创新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研讨交流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7、农业师资培训
培训内容： ●  高素质农民培训方式创新

 ●  网络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  新型职业农民心理特点、学习特征与学习动

  机激发

 ●  如何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  高素质农民培训微课开发等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研讨交流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相关专题培训

15

南京农业大学培训指南南京农业大学培训指南

16

相关专题培训

10、创意养生文化融促乡村旅游发展
培训内容： ●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  农村民俗文化保护、利用与弘扬

 ●  养生文化融合乡村旅游开发

 ●  乡村振兴与创意文旅实务

 ●  创意农业品牌化

 ●  智媒时代的互联网思维——以农业宣传为例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研讨交流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9、现代农业与健康生活
培训内容： ●  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  中华农业文明传承与发展

 ●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  园艺与健康

 ●  昆虫与人类生活

 ●  植物与生活

 ●  现代都市阳台农业

 ●  茶叶品鉴艺术

 （课程可定制）

培训方式：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现场教 
 学、研讨交流

培训时间：一般3-7天



南京农业大学主要培训项目

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培训
1.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培训

2.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专题培训

3.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4.农村废弃资源处理及综合利用培训

5.互联网+现代农业培训

6.农业环境污染及其防治专题培训

7.畜牧业转型升级专题培训

8.畜牧系统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培训

9.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专题培训

10.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

11.农牧民畜产品加工技能培训

12.乡村土专家及后备人才培训

13.农作物病虫害测报调查技术培训

14.土壤污染调查与防治专题培训

15.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专题培训

16.“水种培育”工程农机系统业务干部培训

17.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发展专题培训

18.中国农村青年科技带头人培训

19.农村骨干人才培训

20.农业生产中典型细菌病害新型治理技术培训

21.食用菌工厂化栽培标准化技术培训

22.兽医技术服务专业人员培训

23.农民技能提升师资专题培训

24.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暨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培训

25.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

26.新农药合成与创制技术

27.小麦赤霉病等防控技术

28.植物免疫与快速诊断

29.生态农业与土壤环境保护培训

30.作物有机种植体系培训

3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培训

32.植物保护实用技术培训

33.经济作物常见病虫害防控技术

34.现代农业信息化实用技术培训

35.绿色水产养殖培训

高素质农民技术更新培训
3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

37.家庭农场主培训

38.双学双比女能手培训

39.农村妇女创业培训

40.农药经营人员培训

41.智能家庭农场主培训

42.东西部扶贫协作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4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培训

44.农机农艺融合专题培训

45.农业品牌建设和营销专题培训

46.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和辅导员培训

47.现代花卉与绿色果蔬生产技术培训

48.双孢蘑菇优质高产栽培实用技术培训

49.绿肥作物相关栽培技术培训

50.现代饲草种植技术培训

51.茶叶生产与加工产业链培训

52.现代蔬菜生产实用技术培训

53.瓜果类实用技术培训

54.香米生产技术体系培训

55.小麦生产技术体系培训

56.小龙虾养殖实用技术培训

57.牛羊养殖实用技术培训

58.规模化猪场健康养殖技术培训

59.休闲渔业养殖技术培训

60.规模化牧场建设及实用技术培训

农业农村干部培训
61.乡村治理培训

62.产业扶贫培训

63.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训

6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班

65.村庄规划编制管理培训

66.乡村振兴与产业化发展培训

67.村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68.精准扶贫干部培训

南京农业大学主要培训项目

69.大学生村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70.农业干部素质提升培训

71.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

72.三产融合与都市农业培训

73.休闲农业与农业产业化培训

74.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开发培训

75.特色小城镇建设与规划培训

76.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77.第一书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培训

78.扶贫开发“新形势新征程新作为”专题培训

79.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

80.农业区划系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

81.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题培训

8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三产融合专题培训

83.都市型现代农业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84.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培训

85.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专题培训

86.农村人才发展专题研修

87.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培训

88.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农业专题培训

89.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专题培训

90.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助推脱贫攻坚培训

91.农村经营管理与产权制度改革培训

92.扶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题培训

93.推进乡村振兴暨精准扶贫专题培训

9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地流转增值与三产融合发展

专题培训
95.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

96.田园综合体规划建设培训

97. 深化农村改革培训

98.新型生态城镇建设培训

99.城乡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

100.农地流转与土地增值专题培训

101.招商引资专题培训

102.纪检监察和综合治理培训班

103.保税区村级会计员能力提升培训

104.乡镇村财务人员培训

105.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

106.国土空间规划与综合整治修复专题培训

107.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业务能力提升培训

108.食品药品监管专题培训

109.房地产市场发展与调控培训

110.涉农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

111.农业职业师资培训

112.农产品安全与公共健康

113.审计监督检查干部综合素能提升培训

114.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能力提升培训  

115.水产苗种产地检验检疫培训

可根据需求定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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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农业科技园

考察现代农业科技公司

考察现代农业科创中心考察智慧农业

考察高效农业

考察设施农业

20

现场教学

考察食用菌企业

考察食品加工流水线

考察葡萄小镇考察火龙果种植基地

考察赵亚夫事迹馆

考察肉品质量安全控制中心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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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现代农业园

现场教学

考察现代农业 考察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果树修剪实训

考察水稻生产示范园

考察大田作物种植示范区动物疫情应急模拟演练

考察农业推广示范点

考察蔬菜生产基地

考察农业物联网

考察蔬菜基地

考察粮食生产基地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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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新农村

考察家庭农场

现场教学

考察社区服务中心

考察农机合作社

考察农机合作社

考察蔬菜农产品合作社

考察葡萄合作社

考察鸽业专业合作社

考察创意农业考察无人配送间

考察食品安全监管考察青虾养殖基地

现场教学

23

南京农业大学培训指南南京农业大学培训指南

24



考察农业示范园

考察农业物联网考察美丽乡村

考察经济开发区

考察花卉生产基地

考察农机合作社

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

考察农业企业

考察休闲观光农业考察休闲农业

考察农业企业考察创意农业

考察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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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农业信息中心

考察党建社区考察草莓种植基地

考察农业博物馆

考察食品加工企业

考察米业公司

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

考察蔬菜基地

考察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考察植物工厂

考察植保无人机考察珍珠养殖基地

考察园艺大棚



68.句容丁庄葡萄合作社

69.句容伏热花海

70.句容白兔镇草莓合作社

71.如皋市华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72.南京俊红果蔬专业合作社

73.南京俊红果蔬专业合作社

74.溧水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75.溧水久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76.镇江句容戴庄农业生态园

77.镇江句容农产品电子商务城

78.常州金坛一号农场

79.常州溧阳海斌农机合作社

80.苏州吴江北联粮油合作社

81.江苏（常熟）田娘家庭农场

82.江苏省东辛农场

83.盐城市大丰区阿卡迪亚家庭农场

84.南京普朗克有机农场

85.泰州市海陵区晟鲜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86.苏州市未来水产养殖场

87.无锡市阳山镇岳其特种水产苗种场

农业龙头企业
88.镇江丹阳市江南生物科教有限公司（食用菌）

89.镇江丹阳市南翔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火龙

果）

90.无锡红豆集团

91.常熟隆力奇股份有限公司

92.无锡汉和智能装备

93.常州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4.丹阳沃德集团（农机）

95.江苏联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6.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7.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8.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99.南京农业大学建湖金绿丰教学实践基地

100.南农-江苏金色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校企协同育

人基地

101.江苏省苏科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102.南京鼎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3.江苏省农药所股份有限公司

104.江苏中宜生物肥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105.江苏凌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6.南通惠农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107.江苏新天地生物肥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108.南京市水阁有机废弃物处理场

109.南京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10.南京农业大学中山陵茶厂

111.常州溧阳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112.常州家绿林果园艺有限公司

113.上海孙桥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114.上海鲜花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15.徐州牧悠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6.镇江三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7.南京中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8.南京老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9.安徽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120.江苏康乐农牧有限公司

121.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22.泰州市仙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3.太仓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124.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125.南京北星牧业有限公司

126.艾地盟动物保健及营养(南京)有限公司

127.安徽荣鸿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28.南京日升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9.枫林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0.湖州长兴意蜂蜂业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教学点不断更新中.......

现场教学

考察未来网络小镇规划 考察新农村

考察特色小镇考察农业科技园

考察茶叶种植基地考察百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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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教学基地一览表

现代农业科技园及田园综合体
1.江苏省农科院种质资源基地

2.江苏省农科院六合动物科学基地

3.南京江宁汤山翠谷农业科技园

4.南京江宁太和综合种养基地

5.南京江宁台创园

6.南京江宁区鑫淼龙锦园

7.南京江宁溪田田园综合体

8.南京乐生现代农业科技园

9.南京六合区巴布洛生态谷

10.南京六合区绿航生态园

11.南京六合区马鞍鑫森农业园

12.南京六合区竹镇桃花岛

13.南京浦口雨发生态园

14.南京八卦州陌上花渡现代农业园

15.南京高淳区武家嘴农业园区

16.南京高淳国际慢城

17.无锡台创园

18.苏州张家港现代农业园

19.苏州太仓现代农业园

20.苏州常熟现代农业园

21.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

22.镇江丹阳稻鸭共作示范基地

23.兴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4.南京江宁有机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25.南京傅家边农业科技园

26.江苏茶博园实践教学基地

27.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网络创业产业园

28.南京高淳固城湖螃蟹养殖基地

29.镇江句容市农村淘宝电子商务产业园

30.南京汊河青虾养殖基地

31.扬州广陵现代农业园

32.南京农业大学溧水白马农业科技示范园

33.江苏省现代农机科技示范园

34.深能集团南京植物工厂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35.南京江宁区大塘金

36.南京江宁区黄龙岘茶文化村

37.南京江宁区周村世凹桃源

38.南京江宁区石塘人家

39.南京江宁区东山香樟园

40.南京江宁区朱门农家

41.南京江宁区汤山七坊

42.南京江宁区红楼稻香村

43.南京江宁区秣陵农园杏花村

44.南京江宁区马场山村

45.南京锁石村

46.南京彭福村

47.南京江宁区“汤家家”温泉村

48.南京浦口区永宁街道侯冲社区

49.南京浦口区永宁街道大埝社区

50.南京浦口区星甸街道后圩村

51.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瓦殿村

52.南京浦口区盘城街道落桥社区

53.南京浦口区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54.南京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华村

55.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社区

56.南京浦口区江浦街道华光社区

57.南京浦口区桥林街道石碛社区

58.无锡华西村

59.苏州张家港永联村

60.苏州常熟蒋巷村

61.南京市生态文明教育馆

家庭农场及合作社
62.南京市栖霞区东三乡农产品专业合作联社

63.南京溧水久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64.南京溧水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65.句容葛根家庭农场

66.句容岩藤家庭农场

67.句容那田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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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教学基地一览表

68.句容丁庄葡萄合作社

69.句容伏热花海

70.句容白兔镇草莓合作社

71.如皋市华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72.南京俊红果蔬专业合作社

73.南京俊红果蔬专业合作社

74.溧水谷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75.溧水久根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76.镇江句容戴庄农业生态园

77.镇江句容农产品电子商务城

78.常州金坛一号农场

79.常州溧阳海斌农机合作社

80.苏州吴江北联粮油合作社

81.江苏（常熟）田娘家庭农场

82.江苏省东辛农场

83.盐城市大丰区阿卡迪亚家庭农场

84.南京普朗克有机农场

85.泰州市海陵区晟鲜鲜果蔬种植家庭农场

86.苏州市未来水产养殖场

87.无锡市阳山镇岳其特种水产苗种场

农业龙头企业
88.镇江丹阳市江南生物科教有限公司（食用菌）

89.镇江丹阳市南翔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火龙

果）

90.无锡红豆集团

91.常熟隆力奇股份有限公司

92.无锡汉和智能装备

93.常州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4.丹阳沃德集团（农机）

95.江苏联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6.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7.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8.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99.南京农业大学建湖金绿丰教学实践基地

100.南农-江苏金色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校企协同育

人基地

101.江苏省苏科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102.南京鼎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3.江苏省农药所股份有限公司

104.江苏中宜生物肥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105.江苏凌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6.南通惠农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107.江苏新天地生物肥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108.南京市水阁有机废弃物处理场

109.南京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10.南京农业大学中山陵茶厂

111.常州溧阳天目湖茶叶研究所

112.常州家绿林果园艺有限公司

113.上海孙桥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114.上海鲜花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15.徐州牧悠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6.镇江三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7.南京中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8.南京老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9.安徽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120.江苏康乐农牧有限公司

121.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122.泰州市仙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3.太仓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

124.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125.南京北星牧业有限公司

126.艾地盟动物保健及营养(南京)有限公司

127.安徽荣鸿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28.南京日升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9.枫林湾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0.湖州长兴意蜂蜂业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教学点不断更新中.......

19、海安雅周农业园区专家工作站

20、丹阳食用菌专家工作站

21、大丰大桥果树专家工作站

22、南京湖熟菊花专家工作站

23、山东临沂园艺专家工作站

24、常州礼嘉葡萄产业专家工作站

25、盐城大丰盐土农业专家工作站

26、丁庄葡萄研究所

27、龙潭荷花专家工作站

28、东海专家工作站

29、盱眙专家工作站

30、南京云几茶叶专家工作站

31、溧水林果提质增效专家工作站

32、盘城葡萄专家工作站

33、凤凰农谷专家工作站

34、江阴益生菌专家工作站

35、吴江（骏瑞）蔬果产业专家工作站

南京农业大学新农村服务基地一览表

1 、南京农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

2、淮安研究院

3、常熟乡村振兴研究院

4、连云港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5、泰州研究院

6、六合乡村振兴研究院

7、宿迁设施园艺研究院

8、昆山蔬菜产业研究院

9、溧水肉制品加工产业创新研究院

10、句容草坪研究院

11、建平炭基生态农业产业研究院

12、蚌埠花生产业研究院

13、新沂葡萄产业研究院

14、如皋长寿特色农产品研究院

15、怀远糯稻产业研究院

16、新沂稻田综合种养产业研究院

17、云南水稻专家工作站

18、如皋信息农业专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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