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人走天涯 惦念泉信这个“家”

比利时列日省教育代表团来访
本报讯 9月初，比利时议员穆里耶·

布罗德-薇兰率领比利时列日省教育代
表团一行参访学校。校常务副校长林东、
副校长黄克安、副校长张舜德、校长助理
岳爱臣及党政办、国际处相关工作人员接
待来宾一行，并在6楼会议室举行会谈。

座谈会上，林东代表学校向远道而来
的比利时客人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热烈的
欢迎。他讲到中国和比利时两国人文交流
源远流长，早在1659年比利时耶稣传教
士南怀仁来到中国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
官至清朝钦天监监正，并在中国度过了他
的后半生。比利时是一个科技立国的国
家，近代史上若干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先

进技术都诞生在这个国度，比如焦炭冶
铁，内燃机、直流发电、火碱技术等等。林
东指出，比利时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并
表达希望学校能够与比利时高校建立交
流合作的期望。

列日省教育代表团表示，回到祖国
后，会把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这所美丽的
大学向列日省的高校推荐并协助搭建合
作。代表团成员列日省高等专业学院国
际关系办公室负责人，与我校国际处就
建立合作展开交流并达成共识。在双方
的见证下，我校与列日高等专业学院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将来的合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

大 数 据 与 物 联 网大 数 据 与 物 联 网
专业工程师谢鑫专业工程师谢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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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日，华侨大学支持泉州信息工程学
院办学协议签字仪式在我校6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华侨
大学徐西鹏校长和泉州信息工程学院陈笃彬校长分别
代表两校在协议书上签字。

为促进福建省、泉州市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发
展，早在2013年，华侨大学与我校前身（泉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签订了《关于华侨大学支持泉州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办学的协议》。鉴于目前我校已升格为泉
州信息工程学院，为进一步帮助我校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和办学水平，华侨大学鼎力相助，双方充分协
商，续签协议。

在签约仪式上，陈笃彬代表我校对徐西鹏校长一
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衷心感谢华侨大学多年以来对
我校教育教学各方面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从办学定
位、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十个方面介绍我校发展
概况。徐西鹏校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我校办学成果，赞
扬我校优美的校园环境，并对我校在智能制造等科技
发展新领域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此次续签支持办学协议，对我校发展有着重大意
义。依据协议，在师资队伍方面，华侨大学将为我校提

供相关学科的师资培训，对我校重点学科，将在学科
（学术）带头人、学术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
助；在人才培养方面，华侨大学将帮助我校有步骤推
进研究生培养工作，以项目和平台助推人才的联合培
养；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两校将实现设备和平台共享；
在教学、行政管理，及图书资源等方面，华侨大学也将
给予我校大力支持。

我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借助华侨大学的
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推动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为实现我校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目标而
努力奋斗。

华侨大学副校长吴季怀、校办党办主任王秀勇、
研究生院院长王丽霞、人事处处长何纯正、发展规划
处处长张向前、校办党办行政二科科长徐磊、发展规
划处绩效评估中心副主任张丽萍；我校董事长郭小
平，校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
长黄克安、郭惠惠，校长助理岳爱臣、周宏博、张舜德、
傅明星，各二级学院院长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见证签约。

华侨大学与我校续签支持办学协议

本报讯 校友人走天涯，心系泉信。他们记
忆里，有泉信的漫山杜鹃相伴，有半月湖畔的
欢声笑语，有团书馆里静谧的学习时光……

他们虽然已经离别多年，但是，泉信却
永远收藏着他们生命中那段最美的青春。
泉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时常浮现在他
们脑海，呼唤着可爱的校友常回家看看，一
起追忆那段似水年华的美好。

每一次校友返校，泉信都非常欢迎，师生
们与校友亲若家人。校友是泉信办学的金名
片，他们是泉信的宝贵资源，是泉信发展建设
有力的支持。校友工作体现泉信的办学历史
和品质，更连接着泉信的往昔、今日和未来。

【2013届通信技术1班】
校友主题班会，回忆入学时光

6月29日，我校2013届通信技术1班
的校友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从各地赶
赴泉州，回校参访。时隔六年，大家再次欢
聚母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那多少次
在心中涌动的回忆。

主题班会上，大家回到教室，像当时新
生入学时一般，坐在一起，重新介绍自己。
回忆往昔，是不曾遗忘的美好，展望未来，
是必须再续的情谊。六年的翘首企盼终于
化作了今天的欢声笑语，六年的美好回忆
汇成了大家的心潮澎湃。没有太大的容颜
改变，有的是历练后的成熟与稳重，有的是

感悟人生的淡然与洒脱。

【2009届通信技术2班】
校友毕业十年，回味青春岁月

7月13日，怀着对母校的眷恋，带着对
同窗的思念，2009届通信技术2班的校友
从各地返回母校，举行毕业10周年聚会活
动，共同回味十年前的青春岁月。

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卫华代表
学校向校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们介
绍了学校十年来高质量发展情况与取得的
丰硕成果。邓一兵介绍了电子与通信工程
学院建设发展成效，希望校友常回母校看
看，建立学校与校友之间的合作交流平台。
蔡培参与校友进行互动交流，与校友们重
温了美好的大学时光，畅叙珍贵的同窗情
谊，分享10年来的工作经验与收获。校友们
表示对学校取得的业绩倍感骄傲和自豪。

会后，大家在实训楼小广场前合影留
念并参观校园。置身于优美的校园环境，聆
听母校快速发展的脚步声，校友们心潮澎
湃，感慨万千。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更加
努力工作，为学校争光添彩。

【2009届WEB程序设计班】
校友忆就学时光，感恩母校的栽培

青春荏苒，时光飞逝。8 月 24 日，

2009 届 WEB 程序
设计班校友再次
回 到 母 校 ，重
温 当 年 求 学
岁 月 ，畅 谈
同窗情谊，
举 行 毕 业
十周年聚
会 。返 校
校 友 在 6
楼 会 议 室
举 行 了 座
谈会，

十年的毕
业生活，感慨万
千。座谈会上，校
友们分享自己这十
年 来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经
历。谈笑间，校友们仿佛又
回到大学时代、回到课堂，会场
洋溢着校友们对学业生涯的温情回
忆和对母校的感恩与怀念之情。在座的老
师也与校友们畅谈人生和理想，希望校友们能
够砥砺前行，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并祝福校
友们生活幸福美满。座谈会后，校友们一起合
照，将这份美好的记忆珍藏，并祝福母校越来
越好！

随后，庄秀民带领校友参观校园，并向校友
们介绍学校的发展情况和办学成果。校友们纷

纷
为秀丽的
校园风光点赞，感
慨母校的巨大发展变化，更
为母校取得骄人的业绩感到无比的
自豪。

中匈本硕连读，泉信国际化再拓新领域

金融与科教碰撞
泉信与泉州银行擦出火花

本报讯 7月 3日-6日，匈牙利布达佩
斯城市大学校长Dr.BachmannBalint，匈牙
利佩奇大学工程信息技术学院合作办学中
国区负责人金欣，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设计
研究院院长王铁教授的陪同下，对我校进行
为期4天的参访和洽谈。

学校董事长郭小平，校长、党委书记陈
笃彬，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郭惠惠，校长
助理岳爱臣以及创意设计学院、党政办、国
际处等相关负责人参与洽谈。

陈笃彬亲切地向来宾介绍泉州的人文、
历史及经济，并将学校发展情况作详细介
绍。来宾对学校的发展给予高度的评价，并
分别介绍匈牙利布达佩斯城市大学和佩奇
大学的概况。双方着眼未来发展，在师资交
流、学生深造及科学研究等方面达成共识并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该框架协议下，双方进一步商讨佩奇
大学工程与信息技术学院和我校创意设计
学院合作开展“1+1+4”本硕连读项目。根据
该项目方案，我校创意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
业学生在国内完成2年学习后，经考核合
格，可到匈牙利佩奇大学就读，完成相应学
业后，将同时取得泉州信息工程学院颁发的
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佩奇大学颁
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自今年9月份开始，匈牙利佩奇大学和
布达佩斯城市大学将定期派遣名师来我校
开设“国际大师课”，并将与我校共同举办国
际专题讲座、学术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匈 牙 利 佩 奇 大 学 (University of
Pécs)，是欧洲第七所最古老大学（1367年
成立）、匈牙利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匈牙利
第二大综合性大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逐

步的扩展、于
2000年1月由

Janus Pannonius 大学、Pécs 医学院和
Illyés Gyula 大学(Szekszard)三大院校合
并成现在的佩奇大学。学校现有学生33000
多人，教职员工近2000人。设有十个院系，开
设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针对海外学生
采取英语及德语两种语言进行授课。佩奇大
学是匈牙利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这使
得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欧洲高等教育系统，佩
奇大学的毕业生广泛被欧盟国家承认。

匈牙利布达佩斯城市大学（Budapest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是匈牙利和中
欧地区最具规模的私立大学之一，下设3个
学院和校区，学历被匈牙利和欧盟认可，同
时得到中国教育部的认可（学校原名是
BKF，在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网排第六
位）。在校学生约7000人，其中有国际学生
1000名左右，分别来自6大洲70多个国家，
大学下辖 5个学院，采用ECTS学分制教
学。2016年开始，在中国国际教育研究院
（CIIE）的协助下，和中国国内多所大学开
展了合作。2017 年 2 月 27 日，该校教授

Kristóf Deák 指导的《校合唱
团的秘密》获得奥斯卡最

佳真人短片奖。

本报讯 7月1日，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与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
仪式暨授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吴式
达、普惠金融部总经理潘玫、普惠金融部
人事负责人庄婷，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董事
长郭小平，党委书记、校长陈笃彬，常务副
校长林东，校长助理、科研处处长张舜德，
党政办、教务处、财务处、学生处、招就办
相关负责人，以及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代
表出席仪式。签约仪式由林东主持。

陈笃彬致辞并介绍学校发展情况，他
着重强调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期待与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良性合作，协
同育人，实现共同发展。

吴式达介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情况及普
惠金融业务，表达了强烈希望与学校加强
合作、协同培养人才，以实现共同进步、合
作双赢的意愿。他表示，城市商业银行差
异化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形势下，对普惠金融领域的探索是对泉州
银行团队打造的考验。他希望，在我校招
聘到有精神、有情怀的优秀人才，并在我
校建设人才培养基地，为学校、企业及个

人的发展创造价值。
陈笃彬和吴式达分别代表

学校和泉州银行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并互授“人才培养基地”“实践
基地”牌匾。

学校将与泉州银行共同推进校企协
同、合作育人、产教融合，凝聚起金融与科
教的合作优势，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双方期待建立校企友好合作关系，推动
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丰富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和专业实习实训的开展，培养具有较高
专业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泉州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暑期中德师资培训
提升职教师资质量

本报讯 7月中旬至8月中旬，由福建省教育厅主
办，泉州市教育局、中德（福建）教育合作与发展中
心、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承办的2019年中德（福建）教
育合作与发展中心师资培训项目，在我校顺利开展。

培训共三期，分别为：智能制造中职师资培
训、智能制造本科师资培训、大数据与物联网中职
师资培训。培训特聘企业资深工程师及德国专

家，为来自省内外数十所高校相关专业教师授
课，旨在提升教师们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加

深福建省与德国职业教育的深度合作与
交流，为福建省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

做出贡献。

【智能制造师资培训】
课程内容丰富

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暑假期间，2019年

中德（福建）教育合作
与发展中心师资培训
项目第一期、第二
期，在我校顺利开
展。其中，第一期
是智能制造中职
师资培训、第二期
是智能制造本科
师资培训。出席两
次开班仪式的嘉
宾与领导有，福建
省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领导林思煌、华中
数控泉州智能制造研

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王平江，华中数控机器

人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冰、
讲师王秋雪，我校副校长郭

惠惠、中德（福建）教育合作与
发展中心中方主任范贵生、德国

教授汤卫思。同时，来自全省多所
应用型本科、中职院校的智能制造专

业的骨干教师参训。
针对这两期培训，郭惠惠介绍，中德(福

建)教育合作与发展中心的设立，旨在探索
建立中德教育合作新机制，引进德国先进职

业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深化我省与德国莱法州
教育合作内涵，推动我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不断增强服务产业的能力。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将以
此次培训班为契机，根据福建省教育厅要求，为把中
德（福建）教育合作与发展中心建成集师资培训、人才
培养、协同创新、交流互鉴于一体、国内先进的中德职
业教育合作示范基地而努力奋斗。

本期培训作为智能制造专业研修，采用理
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培训方式，既通过德国专家讲授

专业知识，又通过泉州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
地提升专业技能。培训内容和课程安排较

为全面、丰富，实训课程占比超过
50%，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

践性，对于提高实践教
学能力将起到

较 大

的作用。德国汤卫思教授表
示：“我这次主要是讲解一些
机械类、计算机信息类等跨
学科领域的课程，希望能让
从事职业教育的老师在学习
中得到启发。”

【大数据与物联网师资
培训】

培训实践性强
有适应性和实用性
8月 12日，第三期培训

大数据与物联网专业师资
培训项目开班仪式如期举
行。中德（福建）教育合作与
发展中心主任范贵生，我校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负责
人陈道涵，授课工程师等出
席了开班仪式。同时，来自
全省数十所院校及机构智
能制造的骨干教师参加此
次培训。

本次中德（福建）教育合
作与发展师资培训项目，特
聘曾就职于中国联通、中兴
通讯等数据领域、云计算领
域资深工程师，为参训学员
讲解大数据处理和智能决
策，介绍大数据主要分析工
具的使用，以及大数据分析
中所使用到的主要算法。同
时，讲解了虚拟化与云计算
的基本原理、虚拟化与云计
算应用系统构架、虚拟化与
云计算与相关的自动识别技
术、开源云平台技术的综合
应用等。培训内容实践性强，
理论结合实践，由浅入深，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中职院校
大数据与物联网专业骨干教
师的理论及实践水平，提升
职业教育的师资质量水平和
执教技术技能能力，为响应
国家二元制教育、产教融合
等政策贡献力量，为推进我
省职业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
意义。

我校开展中德教育合作
与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
在2009年，我校率先与德国
莱法州教育学院开展合作项
目，莱法州每年派团到泉州
开展职业教育师资培训。
2018年5月，经泉州市人民
政府申请，福建省教育厅同
意在中德(泉州)职业教育师
资培训基地的基础上，依托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设立中德
(福建)教育合作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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