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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拟） 

 

一、主论坛（11 月 8 日）   

主题  新工科建设：工医结合 

召集单位：中南大学 

时间 内容 

9:50-10:00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领导  致辞 

10:00-10:10 湖南省人民政府领导  致欢迎辞 

10:10-10:2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  致开幕辞 

10:20-11:00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  作大会发言 

11:00-11:30 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院士  作报告 

11:30-12: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房建成院士  作报告 

12:00-13:00 用餐 

13:00-13:30 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院士  作报告 

13:30-14:0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锦武院士  作报告 

14:00-14:30 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执行总裁王恩东院士  作报告 

 

二、分论坛（11 月 8 日下午） 

分论坛 1：工医结合与创新人才培养 

召集单位：东南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14:40-15:00 陈  翔 中南大学副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 

15:00-15:20 李建清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15:20-15:40 万遂人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东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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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0 提问交流 

15:50-16:00 茶歇 

16:00-16:20 付  玲 
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教指委秘书长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16:20-16:40 童善保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 

16:40-17:00 涂  景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分论坛 2：新工科专业建设与发展 

召集单位：天津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14:40-15:00 黄廷祝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新工科建设：挑战性艺术体

验 助力新工科创新人才培

养 

15:00-15:20 黄一如 同济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同济大学新工科建设进展 

15:20-15:40 闫广芬 
天津大学新工科研究所所

长 

新工科可持续发展：分析框

架、实践困境与机制构建 

15:40-15:50 茶歇 

15:50-16:10 栗  苹 北京理工大学教务部部长 
北京理工大学新工科建设思

考与实践 

16:10-16:30 范晓慧 
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

工程学院书记 
待定 

16:30-16:50 刘崇茹 华北电力大学教务处处长 

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 

——浅谈华北电力大学新工

科探索与实践 

 

分论坛 3：面向未来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教师发展 

召集单位：清华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14:40-15:00 王志华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进展与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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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吴小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副校长 
硕士层面的工程教育认证 

15:20-15:40 王孙禺 

清华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副

主任兼秘书长 

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修订 

15:40-15:50 提问交流 

15:50-16:00 茶歇 

16:00-16:20 方四平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培训和人

才服务中心副处长 
工程师资格认证实践与发展 

16:20-16:40 待  定 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 
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区域合

作 

16:40-17:00 金一粟 
中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主任 

高校工科教师在线教学能力

建设 

 

三、分论坛（11 月 9 日上午） 

分论坛 4：工程教育课程思政 

召集单位：中南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9:00-9:20 王金发 中山大学教授 

9:20-9:40 王永欣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9:40-10:00 熊  峰 四川大学环境与建设学院院长 

10:00-10:10 提问交流 

10:10-10:20 茶歇 

10:20-10:40 王文格 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10:40-11:00 顾晓英 上海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11:00-11:20 郭克华 中南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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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5：大工程时代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召集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9:00-9:20 沈  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助理 

9:20-9:40 项  聪 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9:40-10:00 施亮星 天津大学宣怀学院院长 

10:00-10:10 提问交流 

10:10-10:20 茶歇 

10:20-10:40 崔  凯 西南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 

10:40-11:00 杨  芳 中南大学创新与创业教育办公室主任 

11:00-11:20 刘志军 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11:20-11:40 黄  刚 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副院长 

 

分论坛 6：产教融合与工程教育“金课”“金专”建设 

召集单位：四川大学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9:00-9:20 钱栩磊 腾讯教育腾实学院负责人 

9:20-9:40 李正良 重庆大学教务处处长 

9:40-10:00 陈志刚 
教育部软件工程教指委秘书长 

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 

10:00-10:20 三位专家展开对话式研讨 

10:20-10:40 刘晓星 华为昇腾高校生态发展总监 

10:40-11:00 李明泽 东北林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11:00-11:20 彭必雨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11:20-11:40 三位专家展开对话式研讨 

注：具体日程以当日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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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简介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HIGHER EDUCATION EXPO CHINA，

简称高博会）是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亚

洲领先的集高等教育学术交流、教学改革成果推介、现代教

育高端装备展示、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科研成果转化、科

技创新企业孵化、技术服务、贸易洽谈等为一体的高品质、

综合性、专业化的著名品牌活动。“高博会”前身为创立于

1992年秋的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每年举办两届（春、

秋各一次），已成功举办 54 届。目前，“高博会”已成为

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成为政府、高校、

企业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重要桥梁，成为推进高等教育现

代化的国家名片。 

2015 年该展会被纳入“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入选“商务部首批展览业重点联系企

业”（展览组织单位）；2018年 1月，经教育部批复同意，

展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18 年 12 月，展会

荣膺“2017-2018年度中国会展品牌百强”称号；2019年 11

月，荣膺“2019年度（教育）行业最具影响力会展项目”。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www.cahe.edu.cn）、中

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官网（www.heexpochina.com）或关注中

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微信公众号了解展会更多动态。 

       

（服务号）         （订阅号） 

http://www.heexp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