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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主论坛（10 月 19 日） 

主题：新时代一流工程教育建设：创新与行动 

时间 内  容 

10:00-10:1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致开幕辞 

10:10-10:20 四川省教育厅领导致欢迎辞 

10:20-11:00 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作大会发言 

11:00-11:20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作报告 

11:20-12:00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徐宗本作报告 

午餐 

13:30-14:00 欧林工学院院长作报告 

14:00-14:30 天津大学新工科教育中心主任顾佩华教授作报告 

14:30-15:00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作报告 

15:00-16:40 高端访谈 

 
二、分论坛（10 月 20 日上午） 

1. 分论坛一 主题：传统工科专业升级与改造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30 沈  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

院常务副院长 

传统工科专业升级改造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9:30-9:50 孙伟峰 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微电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9:50-10:10 任  霞 
恩智浦（中国）管理有
限公司政府关系总监 

从企业角度对“传统工科专业升级”

的一点建议 

10:00-10:20 集中对话交流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栗  苹 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传统工科专业再出发——北京理工

大学新工科建设思考与实践 

10:50-11:10 李正良 重庆大学教务处处长 报告题目待定 

11:10-11:30 秦  征 腾讯公司产学合作总监 新时代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思考与实践 

11:30-11:50 集中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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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论坛二 主题：新兴工科专业布局与建设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20 王祖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

处处长 
新工科背景下的通用工程人才培养 

9:20-9:40 蔡映辉 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 
从能力培养到全面发展：新工科通
识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 

9:40-10:00 吴志军 同济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 同济大学的新工科实践 

10:00-10:20 集中提问、交流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黄廷祝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电子信息+”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0:50-11:10 李  琳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
车工程学院副院长 

机械类四创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11:10-11:30 周  鹏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院

长助理 
深度产学融合集成电路创新人才培养 

11:30-11:50 集中提问、交流 

 

3. 分论坛三 主题：课堂革命与教学创新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20 马伯强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量子力学》小班讨论课实践 

9:20-9:40 邵  进 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优质课程建设的理念、思路与举措 

9:40-10:00 张  军 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报告题目待定 

10:00-10:20 小组研讨对话（panel discussion）/提问与互动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徐忠锋 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 
打造“四精模式”新课堂，提升课堂

教学质量 

10:50-11:10 梅锦春 南京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以学为本，多元评价，课程教学改

革新探索 

11:10-11:30 洪  玫 四川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 面向学生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设计 

11:30-11:50 小组研讨对话（panel discussion）/提问与互动 

 

4. 分论坛四 主题：现代产业学院与未来技术学院建设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20 李克秋 天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智能时代新工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9:20-9:40 方志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
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新工科背景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思考与探索 

9:40-10:00 杜  煜 
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

院副院长 

以科教融合促进产业学院创新人才
培养的探索 

10:00-10:20 集中提问、交流 

10:20-10: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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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王田甜 
北京华晟经世教育研究

院院长 

智慧学习工场促进产业学院的华晟
经世实践之道 

10:50-11:10 丁文霞 
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

研究院副院长 

机器人学院与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11:10-11:30 张  帆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博士 
浙江大学智能机器人交叉平台拔尖

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11:30-11:50 集中提问、交流 

 

5. 分论坛 主题：创新创业教育与竞赛活动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20 王国银 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 报告题目待定 

9:20-9:40 刘向东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全国高校光电专业国家级学科竞赛
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9:40-10:00 徐江荣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报告题目待定 

10:00-10:20 集中提问、交流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宋大雷 
中国海洋大学创新教育

实践中心主任 

做好“拱心石”推动创新创业工作版
本升级 

10:50-11:10 陈遇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务

处处长 

农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灵魂与载
体 

11:10-11:30 王克丽 
石家庄铁道学院教务处

处长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学赛融合促
创新——石家庄铁道大学创新教育

的探索与实践 

11:30-11:50 集中提问、交流 

 

6. 分论坛六 主题：工程专业认证与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实施 

时间 报告人 报告人单位 主题 

9:00-9:20 冯晓云 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 
以“学”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改革与认

证实践 

9:20-9:40 刘志军 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成果导向的评估评价与持续改进机

制的建设 

9:40-10:00 乐清华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理解认证核心理念，深化专业内涵建设 

10:00-10:20 集中提问、交流 

10:20-10:30 茶歇 

10:30-10:50 夏庆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
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
导委员会地质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秘书长 

工程教育认证与教学质量提升 

10:50-11:10 张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电
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新工科建设为引领、工程教育为核心，
探索与建设电子信息类课程新体系 

11:10-11:30 包能胜 汕头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汕头大学机电专业认证的实践与思考 

11:30-11:50 集中提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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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IGHER EDUCATION 

EXPOSITION，简称高博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亚洲领先的集高校教学科研设备展示，

实践教学成果交流，教师专业化培训，科研成果转化、技术服务、

贸易洽谈为一体的高品质、综合性、专业化服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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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年来已成功举办 51 届。 

2015 年该展会被纳入“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2017 年展会

主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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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更名后，将以展览展示、

会议论坛、竞赛活动等多种形式并存，展示中国高等教育成果，

服务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打造高等教育国家名片。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www.h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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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eexp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