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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简介  

新疆农业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一所农业高等院校，前身为新疆八一农

学院，是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同意，由王震将军于 195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的本科高校。1958年底划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

员会领导，更名为新疆八一农学院。1995年 4月 21日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

为新疆农业大学。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厂务公开先进单

位”“开发建设新疆奖状”荣誉。2006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2014年，

国家林业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携手共建新疆农业大学。 

  经过 65 年的勤奋耕耘，学校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涵盖农、理、工、经、管、

文、法等七个学科门类，以农业教育为优势，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以自然

科学为主要学科领域，以应用学科为主要发展方向，以本科教育为主要办学层

次的多科性农业大学。学校现有 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畜牧学、草学、

园艺学、作物学、水利工程、农林经济管理），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水

利工程、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草学、农林经济管理），18个硕士学位一

级学科授权点（应用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农

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风景园林学、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林学、草学、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7个专

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工程硕士（ME）、农业硕士（MAE）、兽医硕士（VMM）、

林业硕士（MF）、公共管理硕士（MPA）、会计硕士（MPAcc）、工程管理硕士

（MEM）），62 个本科专业。有 20 个学院，2 个教学部，共开设课程 1978 门。 

  全校现有教职工总数为 2594人，其中教师 987人，教授 125人，副教授 350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268人。现有各类学生 30596人。 

  学校建有国家重点学科 1个（草业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 1个（水

利水电工程），国家部委重点学科 2个（森林培育、林学），教育部、农业部

工程研究中心各 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为棉花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工程

研究中心为国家果树品种改良中心——新疆香梨分中心），教育部省部共建重

点实验室 1个（西部干旱荒漠区草地资源与生态实验室），农业部观测试验站 1

个（西北草食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观测试验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动物生产与疫病防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自治区级高峰学科 2个（草学、

水利工程），自治区级高原学科 5个（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农林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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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林学），自治区协同创新中心 1个（棉花协同创新中心），自治区级重点

实验室 8个（寒冷干旱区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重点实验室、干旱区林业生态

与产业技术重点实验室、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畜禽疫病

防控与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新疆农业工程装备创新设计重点实验室、

新疆草地资源与生态实验室、新疆肉乳用草食动物营养实验室、新疆土壤与植

物生态过程实验室），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草业科学实验教学中

心、干旱区水利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农业资源与环境实验教学中心、作物生产

类实验教学中心、农业与农村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林果实验教学中心、现

代农业装备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个（新疆奶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水资源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果品加工与保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十二五”期间，学校共承担纵向科研项目 562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 5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22项，到位经费 2.36亿元。主持或参与完成

的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67项，其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自治

区科技进步奖 42项，其中一等奖 9项；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 18项，其中一

等奖 3项。获得植物新品种 9项，国家标准 1项，地方标准 36项，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31项，获得专利授权 150项。 

  65年来，新疆农业大学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人才，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专家教授，多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的空白，10

万余名农大毕业生积极投身于屯垦戍边、稳疆兴疆的伟大事业，成为自治区经

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天山南北到处都可以看到活跃在生产一线的农大毕业生，

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17年以来，尤其是我校第四次党代会以来，新疆农业大学新一届领导班

子牢牢聚焦总目标、传承红色基因、突出农业特色，全面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团结带领各族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扬新疆工作总目标的旗帜，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改革创新，苦干实干，为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高水平现代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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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 2018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招生简章 

一、招生规模及方式 

2018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 60人，采用“申请-考核”、硕博连读的方式进行选拔。实际招生人

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给我校的招生指标为准，各专业招生计划数视需要亦可调整。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无

学术不端行为；已获得硕士学位人员或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2．以“申请-考核”方式申请的人员还须符合《新疆农业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

办法（试行）》的规定。 

3．以硕博连读方式申请的人员还须符合《新疆农业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和培养工作规定（试行）》

的规定。 

三、报名程序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申请-考核、硕博连读申请人均需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1．网上报名。 

考生于 2018年 4月 1日至 4月 25日登录新疆农业大学研究生处网站（http://yjsc.xjau.edu.cn）,

根据网站提示填报考生基本信息、下载报名登记表、专家推荐书,并进行网上交费,300元/生。 

2．现场确认。 

（1）在 4月底、5月初进行，具体时间及详细安排，网报时见研究生处网站通知。 

（2）提交材料：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报名信息表（网报后下载打印，签章）、两位专家的推荐书（两

位专家推荐内容雷同视为无效，推荐专家需亲笔署名）、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加盖学校或档案管理部

门公章）、硕士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应届生提供学生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应届生

提供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学信网 http://www.chsi.com.cn自行注册、下载、打印）、往届生还须提供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复印件，以上相关证件、证书的原件要一并携带，现场验视后退还。以及《新

疆农业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试行）》、《新疆农业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

和培养工作规定（试行）》要求提供的材料。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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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 

1．英语 

《新疆农业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试行）》、《新疆农业大学硕博连读研

究生选拔和培养工作规定（试行）》对申请者英语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没有相关英语水平证明的申请

人，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统一入学考试。考试时间: 2018年 5月 19日，地点为新疆农业大学，详见准

考证。 

2．专业课 

专业课考核由招生学院负责组织，考核方式及具体安排由学院另行通知。 

五、复试和加试 

复试工作由各招生学院按照《新疆农业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办法（试行）》、

《新疆农业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和培养工作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在具体实施细则中明确，学

校复试工作于 2018年 5月 28日前结束。 

跨专业考生复试时需加试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 

六、录取 

经考核合格后，在研究生处网站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上报教育部

录检系统审核，最终由自治区招生办公室发布录取名单，学校根据录取名单寄发录取通知书。 

七、学制、学费及奖助学金。 

1.学制：博士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  

2.学费： 

学科门类

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培养方式 

学费 

（元/生·学年） 

08 工  学 081500 水利工程 全日制 7500 

09 农  学 

090100 作物学 全日制 

7800 
090200 园艺学 全日制 

090500 畜牧学 全日制 

090900 草学 全日制 

12 管理学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全日制 7500 

3.奖助学金：设有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助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学校奖助学金和科研

补助等详情请关注学校网站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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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新疆农业大学研招办联系方式 

报考学校代码：10758 

地    址：乌鲁木齐市农大东路 311号新疆农业大学行政楼 3F001室 

联 系 人：陈建、郭璇  

联系电话：0991-8762140，18999136987 

网    址：http://yjsc.xjau.edu.cn 

邮    编：830052 

一级学科代码 一级学科名称 联系方式（区号 0991） 

▲0815 水利工程 李莎   8763365 

▲0901 作物学 王钰   8762412 

▲0902 园艺学 方淼   8762469 

▲0905 畜牧学 李琳玲 8763453 

▲0909 草学 宋智芳 8766838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逄
pang

春蕾 8762944 



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815 水利工程 8

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虎胆·吐马尔白

周金龙

董新光

吴彬

02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李琳

牧振伟

03 水利水电与水工结构工程 侍克斌

刘汉龙

张健

蒋林华

▲0901 作物学 10

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章建新

石书兵

徐文修

马德英

郭庆元

郭文超

02 作物遗传育种 曲延英

陈全家

高文伟

耿洪伟

李付广

袁有禄

叶武威

▲0902 园艺学 8

01 果树学 廖康

潘存德

何天明

李宏

秦岭

沈元月

关军锋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①1001英语

②2003数值分析

③3003流体力学或3004水利工程经

济学或3005水资源利用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加试：高等水工

建筑物专题、现代施工

技术专题、水力学、水

资源系统分析、灌溉排

水工程学任选2门

①1001英语

②2001作物生理学或2002遗传学

③3001作物栽培学或3002作物育种

学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加试：高级生物

化学、高级植物生理学

、基因工程任选2门

①1001英语

②2006高级植物生理学

③3013园艺作物栽培与育种学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复试

加试课程：果树生理、

果树育种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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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2 蔬菜学 秦勇

高杰

王绍辉

陈青君

▲0905 畜牧学 12

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刘武军

阿布力孜·吾斯曼

黄锡霞

刘明军

黄俊成

田可川

刘国世

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雒秋江

余雄

杨开伦

陈勇

李胜利

王加启

杨红建

张宏福

03 动物生产学 姚新奎

李海英

时磊

决肯· 阿尼瓦什

沙尔山别克·阿不

地力大

王子荣

姚刚

杨海燕

巴音查汗

冉多良

岳城

况玲

苏艳

①1001英语

②2005生物化学

③3010动物遗传育种学或3011动物

繁殖学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复试

、加试课程：畜牧学专

题、畜牧微生物学

①1001英语

②2005生物化学

③3012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同上

①1001英语

②2005生物化学

③3012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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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909 草学 12

01 草原学 孙宗玖

魏岩

谭敦炎

郑伟

贾宏涛

盛建东

02 饲草学 张博

麻浩

李培英

03 草业系统学 艾比布拉·伊马木

蒋平安

艾克拜尔·伊拉洪

赵成义

巴特尔·巴克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0

01 农业经济管理
刘维忠

陈彤

朱美玲

李红

夏咏

布娲鹣·阿布都拉

姚娟

余国新

02 农村与区域发展 刘国勇

杨红

热孜燕·瓦卡斯

蒲春玲

刘新平

①1001英语

②2004普通生态学

③3006草地学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加试:

草地培育学、牧草生产

学

①1001英语

②2007经济学

③3015农业经济管理

初试科目为考核科目，

由学院负责考核，学校

不再安排统一入学考试

。

跨专业及同等学力考生

复试、加试课程：管理

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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