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林继学 林睿芸 邮箱：qxy@qziedu.cn2 教学·科研

本报讯 2019年11月23日，学校隆
重召开2019年智能制造技术学术研讨
会，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知名专家学
者、政府部门、企业领导嘉宾、一线工程
技术人员，及泉州市机械职教集团、泉
州智能制造职教集团单位代表应邀参
加研讨会，我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
长张舜德、校长助理傅明星等校领导与
部分师生200多人出席。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我校虚拟制造技
术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3D打印装备
与制造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工业机
器人与智能制造福建省高校工程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研讨会开幕式由张舜德主
持，林东致辞。

在研讨会开幕式及大会主旨报告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邓宗全为大家带来
主题为《宇航空间机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发展与挑战》的报告；大连交通大学卢
碧红教授为大家带来主题为《轨道车辆
大型复杂构建3D误差检测新方法》的
报告；以及福建（泉州）哈工大工程技术
研究院技术总监梁培栋博士，杭州崑鼎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马金东总经理，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王蕾副教授，南昌工
程学院&南昌大学洪琦副教授，黑龙江
大学曹立文教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魏
盛军，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胡道春副
教授，黄河交通学院科研处王少英处
长，厦门理工学院许建民副教授，龙岩

学院臧克江教授，河南工程学院李鹏副
教授，福建工程学院朱聪玲教授，我校
虚拟制造技术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主任顾立志教授等15位行业企业专家，
分别就智能制造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做了悉心分享。当天晚上，与会者还进
行了热烈的分组研讨与交流。

研讨会通过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一
线工程技术人员的深入研讨与交流，将有
效促进我校相关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同时也期待此次研讨会的
召开能对促进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进步、
加快成果转化、实现产业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创新带来积极的作用，为地方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智能制造技术研讨会 15位专家分享研究成果
——学校隆重召开2019年智能制造技术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2019年 12月1日，泉州市
2019年社科学术活动资助项目“泉州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研讨会”在我校学术报告
厅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泉州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主办。

出席研讨会开幕式的嘉宾有：泉州
市社科联主席李培德，泉州信息工程学
院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黄克安，泉州
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保护学院院长李子
蓉，黎明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姚丽梅，华侨
大学旅游学院韩光明博士、宋学通，黑龙
江农垦电视台台长、高级编辑高峰等，泉
州本地高校专家学者、政府、企业以及知
名乡村旅游业乡镇的领导、兄弟院校及

我校师生代表。会议由黄克安主持。
研讨会开幕式上，李培德致开幕

词，他说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当
前，全国上下正齐心协力，在习近平总
书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导下，努力发展各项事业，乡村
旅游就是这个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环。此
次在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美丽的校园内
举行泉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讨会，这
是泉州市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就泉州的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服务业发展领
域的一个重要主题——乡村旅游的发
展，进行科学探讨。这是一次为经济发

展献言献策的学术盛会，他代表泉州市
社会科学联合会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

林东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主办单
位，对参加会议的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
的欢迎。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
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业农
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举措之一，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研讨
会的重要背景。此次会议的举办，也是
我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探讨产教融合
有效途径的一次积极的行动和尝试。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黄克安作总结发
言说到，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积极探讨如何
发挥本地优势、发展泉州乡村旅游的科学
思路，包括乡村旅游的消费模式、线路设
计、品牌经营、组织模式、投资来源、经营
管理、政府政策等，对于发展泉州的乡村
旅游具有切实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
探索当前泉州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乡村
旅游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收到参会论文30余篇，搭
建一个供学者、政府和企业相互交流、
顺畅沟通的平台；是一次较具规模、对
泉州乡村旅游业发展进行专题研究和
交流的盛会。

乡村旅游发展研讨会 一次积极行动与尝试
——泉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内涵
发展、质量提升战略的实施，不断巩固
本科教学工作在全校工作中的中心地

位，我校组织开展了第五届“教学质量
提升月”活动。2019 年 12 月 18 日下
午，第五届“教学质量提升月”总结表

彰大会在教学楼 209 学术报告厅举
行。学校常务副校长林东，副校长黄克
安，党委副书记陈卫华，副校长张舜
德，校长助理岳爱臣、周宏博、傅明星
等校领导，及全体教职工出席会议。会
议由岳爱臣主持。

会议开始，由林东宣读表彰文件，
并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在教学质量提
升月活动中，各二级学院（中心）积极组
织，教师广泛参与，最终37名教师脱颖
而出，在“精彩30分钟”和“说课”竞赛
中获奖；经济与管理学院、通识教育中
心、土木工程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

岳爱臣对本届“教学质量月”活动
进行总结。他强调，教学质量是学校发
展的生命线，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永
恒的主题，高水平的大学建设要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化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强化
育人环境改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他指出，学校坚持举办“教学质量

提升月”活动，目的是强化广大教职工
的教学质量意识、强调教学工作的中
心地位和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之深化。

岳爱臣介绍，本次“教学质量提升
月”活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
是开展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与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自查与反馈；二
是进行教学常规检查；三是开展《试卷、
毕业设计（论文）》专项检查；四是重点开
展课程建设活动；五是组织开展“说课”
和“精彩三十分钟”等教学竞赛。

岳爱臣对本届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各二级学院（中心）认真组织本
单位的各项活动，教职员工积极广泛参
与，体现了各教学单位强烈的评建和服
务意识。他要求，各单位要结合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的有关学习资料，通过
广泛深入地学习和讨论，切实用现代教
育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付诸教育教
学实践，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校召开第五届“教学质量提升月”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 2019年11月1日，泉州市教育局发文
公布第八批入选泉州市“桐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和客座教授名单，各12名，共计24名。我校有
4名教授入选，其中张舜德、裴炳南、张飞猛三人入
选特聘教授，刘忠宝入选客座教授。这是我校在泉
州市“桐江学者奖励计划”人才项目中的首次突
破，也是我校实施“一人一策、一事一议”高层次人
才制度获得的社会认可，高层次人才效应逐步彰
显。

近三年以来，我校通过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
“双百工程”、“清源学者奖励计划”措施等，充分发
挥福建省和泉州市引进人才的政策支持优势，加大
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和速度。截止目前，我
校有1个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卢秉恒院士
工作站，有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38人次，其中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全国优秀教师2
人，省级引进高层次人才3人、省杰出人民教师1
人、省级教学名师和省级优秀教师4人，3个泉州市
技能大师工作室，8人为泉州市学科（专业）带头人
培养对象。

泉州市“桐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泉州市人才“港
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的引领性工程，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
才引进力度，支持泉州市高校引进、培养、造就一
批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才，提高高校学术水平和办
学实力。泉州市“桐江学者奖励计划”自从2004年
实施以来，共选聘8批73名桐江学者，主要分布在
与泉州市重点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泉州市高校的学术地位和办学实力，在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泉州市“桐江学者奖励计划”
我校四名教授入选

本报讯 2019年12月15日，第九届
“新华三杯”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全
国总决赛在杭州举行。我校电子与通信
工程学院2016级通信工程专业刘磊同
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突破层层考验，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全国三等奖。

为了帮助刘磊同学在比赛中有良好
的表现，我校ICT产业学院陈维凯老师，
专门为刘磊安排了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和
深入指导。在陈维凯老师的精心指导下，
刘磊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充分发挥了自
己的长处，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比赛过
程中，刘磊冷静对待、沉着应对，发挥出
最好的状态，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决赛包括笔试、上机、现场问答等
环节，考查内容不但包含传统计算机相
关知识点，还涉及云计算、大数据技术
等时下行业热门内容。这对于指导老师
及参赛选手都是一次挑战，同时也给师
生们今后的教与学带来了重要启示。伴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无论是通信行业
亦或是计算机与互联网行业都将开启
新的元年。这就要求师生们在原有教材
与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不断

深化产教融合，力保在信息爆炸时代，
教师与学生都能继续奔跑在技术与信
息的前沿。

本届大赛由新华三集团和全国高
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联合承
办，旨在推动学生、院校、企业三方互
动，“以赛促学习、以赛促教学、以赛促
就业”，积极探索高科技技术人才培养
思路，丰富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建立
良性的就业生态圈。自2010年至今，新
华三杯大赛已成功举办8届，累计3000
多所院校23000多人参与比赛，万余名
选手脱颖而出，成功就职于新华三集团
及其人才联盟企业。

我校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邓一兵
院长介绍，近年来，我校积极组织和开
展各类专业社团、课外兴趣小组和科研
项目，制定了“学生奖励办法”“学生创
新创业鼓励办法”等制度，鼓励同学们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各类学
科竞赛和技能竞赛。在帮助提高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的同时，还对电子信息、通
信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 2019年11月29-12月2日,由福建省
教育厅、福建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组委
会主办的第八届福建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在莆田学院举行，共有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
学等22所高校的66支队伍参加了本届比赛。我校
组织参赛的三支队伍悉数获奖，斩获2个特等奖、1
个二等奖的好成绩。

本次竞赛充分展示出我校学生扎实的工程训
练综合能力和敢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同学们表示，
从校赛到省赛，是一个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创新
实践的过程，也是一步步将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过
程。同时，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学校、指导老师和团
队成员的多方鼓励和支持，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

我校长期以来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促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通过竞赛检验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鼓励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
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把激昂的青春梦
融入伟大的中国梦，努力成长为政治素质过硬的

“实基础 强能力 能创新 高素质”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在未来人生的赛场上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由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主办，由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组织委员会组织实施。该竞赛是教育部、财政部开
展的“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资助竞赛之
一，是基于国内各普通高等学校综合性工程训练教
学平台，面向全国在校本科生开展的科技创新工程
实践活动。竞赛以“重在实践，鼓励创新”为指导思
想，旨在加强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合作
精神的培养，激发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与探索的兴
趣，挖掘大学生的创新潜能与智慧，为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过
竞赛活动加强教育与产业、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创业
之间的联系。

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我校斩获两特等奖

第八届福建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获奖名单

名词

特等奖

特等奖

二等奖

赛项名称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

成员

柯达昕
罗明宇
钟 靖
高炀琪
孔祥泽
池荣盛
张维娜
华妃萍
王 浩
张 云
周 钊
陈核炉

指导老师

黄 新
高善平

黄 新
刘晓波

崔梦丹
甘世溪

●2019年 11月 22日，2019年泉州市信息职
业教育集团、泉州市业余电台协会、泉州市电子学
会、鲤城区电子学会年会在我校教学楼学术报告厅
隆重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创新·融合·共享”。

●2019年 11月 23日，泉州市机械职业教育
集团2019年会在学校实训楼教师发展中心会议
室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促交流合作 谋
产业发展”。

●2019年 11月 23日，泉州智能制造职教集
团2019年年会在我校召开，集团成员单位代表参
加会议。今后，泉州智能制造职教集团还将按照

“凝共识、打基础、聚力量、实推动”思路，重点推
进三大项工作，确保预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见到
实效。

资 讯

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字技术大赛
我校斩获全国三等奖我校斩获全国三等奖

20192019年智能制造技术学术研讨会现场年智能制造技术学术研讨会现场

竞赛中脱颖而出的教师受表彰竞赛中脱颖而出的教师受表彰

““新华三杯新华三杯””总决赛颁奖现场总决赛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