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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优秀大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增进优秀大学生对我院的了

解，我院将举办“2021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此次活动

将于 2021 年 7 月中上旬启动，活动具体内容包括专业介绍、名师讲

座、专题研讨、联谊交流、优秀学员评选等。 

一、学院简介 

理学院的前身是华中农业大学基础课部。理学院现有化学系、数

学与统计学系、物理系 3 个系，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化学实验教学中

心、数学与信息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3 个实验教学中心和 1 个理化分析

中心。有化学生物学、统计、应用物理、应用数学、材料化学等 5 个

校级研究所。 

学院现设有应用化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3

个本科专业，有化学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学、化学一级学科硕

士点，农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点。应用化学

与信息计算科学 2 门本科专业入选湖北省一流专业。有机化学课程为

国家精品课程。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1264 人，其中预科生 74 人，

本科生 956 人，研究生 234 人。 

  学院坚持人才强院战略，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现有教职工

173 人，其中专任教师 149 人，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52 人；

专任教师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86 人，博士学位教师 121 人，在读博



士 17 人；有湖北省教学名师 2 人、楚天园丁奖 1 人、湖北青年教学

能手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1 人、武汉市学科带头人 1 人、武

汉市晨光计划人才 3 人、湖北省青年英才开发计划 1 人、“3551 光

谷人才计划”1 人。 

学院始终坚持教学立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十三五”以来，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 门，获批

国家一流课程 4 门、湖北省一流课程 8 门，获评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

材 2 部、农业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1 部，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1 项，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 19 项，获湖北省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理科组二等奖 1 项、优秀奖 1 项，校青年教师讲课竞

赛一等奖 4 人、全国农林院校专业微课比赛一等奖 1 人、全国高校数

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全国决赛一等奖 1 人，“无机及分析化学”、

“大学物理”等 2 个基层教学组织分别获批湖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2019，2020），8 个教学团队全部获评学校优秀教学组织、获评校

精品教研室 2 个；建设省级实验示范中心 1 个；学院学生获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湖北省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湖北省大学生物

理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共 48 项。 

  学院坚持科研兴院战略，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十三五”以来，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4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31 项，获授权专

利 35 项，获批经费 4323万元；发表 SCI论文 416篇（IF 大于 5.0 的

SCI论文 153篇， IF 大于 9.0 的 SCI论文 44篇）。2015 年化学学科

进入 ESI 全球前 1%。2016 年，学院在细胞核原位与组织靶向光动力



学肿瘤治疗研究、量子点生物传感研究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发表影响

因子 9.0 以上 SCI论文 3篇，实现 9.0 以上高水平论文的突破；2017

年在环境光催化研究领域和光催化太阳能转化研究方面获得进展，发

表影响因子 9.0 以上 SCI 论文 4 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19.791；2018

年在生物医学、能源、环境材料等领域获得进展，发表影响因子 9.0

以上 SCI论文 9篇；2019 年发表影响因子 9.0 以上 SCI论文 11篇，

最高影响因子为 25.809，2020 年发表影响因子 9.0 以上 SCI 论文 17

篇。 

  学院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院不断加强

学风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优化育人环境，关注特殊群体学生，

彰显教育公平，认真抓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广辟渠道推荐学生就

业。“十三五”期间，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年均 98%以上，研究生就业

率达 100％，为全国 IT、化工、信息等行业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 

二、申请条件 

1.  拟于 2022 年本科毕业的各高校（包括华中农业大学）2022

届本科毕业生，爱国爱党，品学兼优，遵纪守法，身心健康，

遵纪守法，积极向上； 

2.  对学院学科有浓厚兴趣，有较强的科研潜力或实践应用能力；

大学全日制化学类相关专业以及数学、统计学、计算机、大

数据、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三年级本科生(2022届毕业生)； 

3.  本科期间学习优秀，本科期间前 5 个学期 GPA排名本专业前



30%，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在 425 以上者优先，且有意到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深造的同

学。 

三、计划营员人数 

1. 化学方向计划招收营员人数 60 人，校外大学生不少于 50%，

若报名踊跃且生源质量较高，可适当增加。 

2. 数学和应用统计方向计划招收营员人数 40 人。 

四、申请材料 

1.  2021 年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申请表； 

2.  个人简历； 

3.  本科阶段成绩单及大学前 5 学期 GPA 本专业排名（学校教务

部门盖章）； 

4.  主要获奖荣誉证书 3 个以内； 

5.  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证书； 

6.  专家推荐信 2封； 

7.  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

成果等材料复印件 1份，没有则不准备; 

8.  上述材料 1-7按照顺序全部编辑为一个 PDF文件上传（文件

大小不可超过 20 MB，命名格式为“姓名+申请方向”）。 



五、选拔流程 

1. 网上报名：申请人通过金数据（https://jinshuju.net/f/CyZBjn）

填写申请信息，网上申报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6 月 30

日。 

2. 7 月 2 日左右，理学院网站上公布入选学生

（http://lxy.hzau.edu.cn）名单，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本人。

未入选者，不另行通知； 

3. 7 月 5 日前，入选学员回复电子邮件确认，逾期未回复者视为

自动放弃此资格。 

六、活动安排 

1.化学方向 

时间 内容 

7 月 12 日（周一） 

上午 开营仪式、名家教授系列报告（一） 

下午 名家教授系列报告（二） 

7 月 13 日（周二） 

上午 师生面对面 

下午 学生个人展示、闭营仪式 

2.数学和应用统计方向 

时间 内容 



7 月 10 日（周六） 

上午 开营仪式、名家教授系列报告（一） 

下午 名家教授系列报告（二） 

7 月 11 日（周日） 

上午 学生个人展示（一） 

下午 学生个人展示（二）、闭营仪式 

注：日程为拟定计划，具体安排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七、其他事项 

获得“2021年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夏令营”优秀营员证书的学生

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 取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的优秀营员，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我

院的推免生，可享受一等入学奖学金，同时优先选择导师。 

2. 未取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的优秀营员，若参加 2022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第一志愿报考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初试成绩达

到我院复试线，经体检合格，可免复试直接录取，并享受一等入学奖

学金，并优先选择导师。 

八、联系方式 

1.化学方向联系人：石老师   

联系方式：18971562818 



邮箱：shiwei@mail.hzau.edu.cn 

2.数学和应用统计方向联系人：韩老师 

联系方式：13727864224 

邮箱：hanpengju@mail.hz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