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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涌泉”
行动聚集各类人才在泉创业就业的若干措
施》，积极探讨社会组织与高等院校合作的
新模式，10月 28日，我校与福建省中小企
业互助商会签订校会合作协议并举行授牌
仪式。

会上，福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会会长李
庭华介绍了此次参与校企合作仪式的商会
管理人员和各会员企业。我校校长黄克安介
绍了学校概况、办学体会和今后的发展思
路，并表示希望能和商会展开深度合作，共
同探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会议主持人曾波向我校领导介绍了福
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会发展历程及近年来
在福建省贸促会领导下发挥的平台作用和
重要成效。随后举行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实践
教学基地授牌仪式，福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
会和二十家会员企业正式成为我校的实践
教学基地。

现场，政校会企四方就人才培养、人才
需求和校企合作模式进行座谈，并开展热烈
的交流探讨。李铮总结指出，此次合
作是一次有价值、有意
义的合作，未来要高位
谋划、高位对接、高位推
进 多 方 的 校 企 合
作、党建共建。

此次活动对学校在人才培养、产教融
合、服务地方等方面提供了多重思考。校企

双方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互动机制、丰富合作
模式，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11月 11日，受乌克兰艺术大
学校长古尔科教授委托，乌克兰艺术大学
校长助理克列斯基教授带队来到我校进行
工作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多次召开会议，就三个
合作办学专业的培养方案、招生工作、教学
安排、师资派遣及相关准备工作进行了友
好深入的交流，并再次确认和完善。11月23
日，两校通过远程视频会议，邀请乌克兰艺
术大学校长古尔科教授和副校长古明丘克
教授，与我校领导共同召开泉州信息工程
学院乌克兰艺术学院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
议，双方在深化合作办学上达成了更多的
一致意见。

据了解，今年4月份，我校与乌克兰艺
术大学合作举办的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乌克
兰艺术学院得到中国教育部的批准，这是
我校继中美合作办学项目后成功获批的第
一个非独立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是我校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又一里程碑
式的成果。

本次访问加深了中乌两校间的友谊，提
升了相互之间的工作默契，为接下来的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交流，两校在育
人模式和人才培养上统一思路，明确目标，
双方希望在共同努力下用最优的教育模式

培养出具有宽广国际视野、较高艺术修养、
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形势的高水平艺术设
计人才。后续双方计划以乌克兰艺术学院
为平台继续推动中乌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入
交流与合作。

乌克兰艺术大学校长助理一行到校访问

本报讯 11月15日，美国特拉华州立大
学常务副校长安东尼奥·博伊尔教授一行应
邀到访，与我校领导开展深化合作洽谈。

据了解，我校与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自
2018年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以来，通过开展本
升硕“绿色通道”、赴美暑期夏令营及线上交
流活动等，长期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互动。在当
天的洽谈会上，双方介绍了各自学校近几年
的发展情况，并表达了在现有良好合作基础
上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的深切意愿，希望未
来在师生交流、学科共建、科研竞赛、人才培
养等多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合作。

会后，博伊尔副校长在我校领导的陪同
下参观了几个重点实验室。

特拉华州立大学（DSU）是美国一所公
立综合性大学，是中国教育部认可的美国
正规大学。学校成立于 1891 年，位于美国
东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海岸，邻近费城、纽

约、华盛顿，地理位置优越。经100多年的
发展，特拉华州立大学以严谨的治学方略
及优秀的教学质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所高
水平综合性大学，是特拉华州的第二大高
等学府，承担了传承特拉华州悠久历史文
化的光荣使命。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副校长一行访问我校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副校长博伊尔参观我校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副校长博伊尔参观我校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校长黄克安代表我校向美国特拉华州立校长黄克安代表我校向美国特拉华州立
大学赠送礼物大学赠送礼物，，博伊尔代表美方学校接受礼物博伊尔代表美方学校接受礼物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泉州市委市政府“强产业、
兴城市”双轮驱动，进一步探索深化
校企产学研融合的有效途径，促进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11月25日下午，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和泉州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一次签约、一次
交流、一次赠书、一次比赛”活动，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掀起热潮，让
党的最新理论深入人心。

举行一次签约：泉州城建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垂举与泉州信
息工程学院校长黄克安代表双方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党
的建设、课题研究、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团队建设、人员培训、科技成
果转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多层次合
作，实现双方发展双赢，以高质量党
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展一次交流：双方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交流会，就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方面问题进
行学习交流，大家谈体会、话感想、
讲措施，不断提高认识，深化校企合
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泉州实践中
书写新答卷。

赠送一批图书：泉州城建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加富
代表城建集团向学校捐赠党的二十
大报告辅导材料、《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闽山闽水物华新》和城市建设、
土木工程、创意设计等相关书籍，价
值两万元。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党委书
记刘地松代表学校接受捐赠。

进行一次比赛：双方联合开展
“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微党课比赛。在层层
选拔的基础上各遴选6个人参加比
赛，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泉州城建集团

校企“四个一”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11月 27日上午，由泉
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泉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泉州市教育局、共
青团泉州市委员会主办的2022年
海丝泉州BIM产教融合专题论坛，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我校顺
利举办。

本次论坛就BIM（建筑信息模
型）学术研究成果科技转化、BIM
人才培养模式、BIM应用等方面主
题，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
单位的BIM领域专家作汇报。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市内外十所建筑类
院校的师生和十余家建筑行业企业
的专家线上参会。

我校校长黄克安表示，学校始
终坚持“面向产业，服务地方”的

办学宗旨，围绕
福建省、泉州市
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需要，艰苦创业、
持续创新、不断创优，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实基础、强能
力、能创新、高素质”的应用
型人才，打造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构筑
的“岗课赛证”产教融合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平台，为当前建筑行
业转型升级培养了一批致力于服
务实际项目的 BIM 数字工匠。本
次论坛的顺利举办，为泉州地区
提供了一次BIM方面的行政校企
联动、产教融合的样板。

本报讯 10月 20日下午，国家
级非遗项目“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蒋钦全大师作品
捐赠仪式，在我校教学楼JB101报
告厅举行。

蒋钦全大师带来了他历时近
10年创作的《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
艺》一书，该书被评为“第十五届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
学术著作”入围作品，填补了泉州
市这方面的空白。同时，他还向学
校捐赠了木雕作品《惠女》。

我校校长黄克安在致辞中对
蒋钦全大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
挚的敬意，并介绍了蒋钦全大师的
基本情况、专业成就和教育情怀。
蒋钦全大师坚守初心 50余载传承
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斧凿雕琢
间名随艺扬，成为闽南古建筑界领
军人物。2021 年，他再次当选泉州
市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主席，今年
又被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蒋钦全大师有浓厚深切的教
育情怀，他在老家惠安县
崇武镇自建的传习所不仅

成为当地建筑文化交
流的平台，还不断吸引

省 内 外 专 家 学
者 和 同 行 前 往
参观。蒋钦全大
师 还 是 我 校 的
客座教授，一直

关心、关注
我校的成长
和发展。

捐赠仪
式上，蒋钦
全大师分享

了自己的创作成果。其《闽南传统
建筑营造技艺》一书图文并茂，整
理了历史上传承的闽南建筑各种
工艺、技巧、材料、方法、形制等技
艺，同时结合他在闽南传统建筑营
造技艺方面的传承和实践的成果
及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有理论，有
实操，有案例，有得奖依据。该书被
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全国各知名建
筑院校、图书馆收藏。木雕作品《惠
女》已申请到了国家版权，该作品
表现了惠安女艰苦奋斗、积极向
上，热爱生活的精神，将独具特色
的惠女服饰体现得淋漓尽致。蒋钦
全大师的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传习所收集了大量古建筑展品和
技艺，内容丰富，是传播闽南文化
的重要阵地，是土建和艺术教育教
学很好的实践场所。

我校党委副书记许旭明指出，
蒋大师擅长古建筑设计营造和文
物保护修缮，不仅能恰如其分地
做到“修旧如旧”“靠色随旧”，还
有“建新如故”的功力。其作品主
题突出、艺术精湛、构思巧妙，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具
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希望蒋钦全
大师能够多深入到师生中，传道、
授业、解惑，让泉信师生尤其是土
木工程学院和创意设计学院的学
生能够学习到蒋大师的传统建筑
技艺，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工艺大
师，将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推
向全世界。

党委书记刘地松和校长黄克
安分别代表学校接受捐赠。书籍和
作品将由学校图书馆永久收藏，定
期举办展览供师生们学习、欣赏。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蒋钦全大师
向我校捐赠书籍和木雕作品

2022年海丝泉州BIM产教
融合专题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校政企”三方合力 共谱发展新蓝图

我校与福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会开展校企合作我校与福建省中小企业互助商会开展校企合作

乌克兰艺术大学与我校领导共同乌克兰艺术大学与我校领导共同
召开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乌克兰艺术学召开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乌克兰艺术学
院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院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

乌克兰艺术大学校长助理克列乌克兰艺术大学校长助理克列
斯基一行参观我校国家增材制造创斯基一行参观我校国家增材制造创
新中心福建应用中心新中心福建应用中心

李垂举与黄克安代表双方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李垂举与黄克安代表双方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20222022年海丝泉州年海丝泉州BIMBIM产教融合专题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产教融合专题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蒋钦全大师向我校捐赠木雕作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蒋钦全大师向我校捐赠木雕作品《《惠女惠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