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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人，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多年

来，华厦学院不忘建校初心，构筑了特色鲜明

的应用型学科专业群。一是瞄准信息技术产

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重点打造通信工程、

物联网工程、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等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群；二是服务民生健

康领域，建设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学与工

程、制药工程、康复治疗学、医学检验技术等优

势学科专业群；三是契合福建自贸试验区建

设、“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建设等需

要，建设物流工程、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金

融学等协同发展的商务管理类专业群；四是紧

密对接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数字媒体与艺术、

网络与新媒体、艺术教育、音乐学等现代与传

统相结合的人文艺术类专业群。

随着国家提出加快“双一流”建设，学校在

原有的优势专业基础上积极打造一流本科专

业。例如，物流工程专业建设成绩斐然：2017

年入选福建省本科高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

2018年荣获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9年获批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现

代供应链研究中心”，2020年入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平台带动教科研项目落

地，华厦学院获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2项、

福建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1项、

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20余项；专业带头

人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编的《供应链管理实务》获评“福建省本科特

色优秀教材”；校企联合研发的《华厦企业采购

决策支持系统》等获批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延伸开发软件成为2020年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主办的“全国第一届供应链大赛”及

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办的“全国首届采

购模拟大赛”的竞赛软件。

该校以新工科为引领，管理、经济、人文、

艺术等齐头并进的学科专业体系已基本形成，

本科专业27个，建设成果显著：已获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2个、福建省本科高校示范性应用型专

业群1个、福建省高等学校应用型学科培育项

目2个、福建省服务产业特色专业2个、福建省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5个、福

建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改革项目2项、福建省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2个等。

学科专业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才。为此，华

厦学院大力引进高端人才，通过发放人才安家

费、推行企业年金计划、出台教科研突出贡献

奖励等，组建高质量的教科研团队。学校现有

多名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863项目

主题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双百计

划”人才、福建省“闽江学者”等，并建有一个完

备的优秀兼职师资库，其中不乏具有丰富经验

的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各学科专业领域的顶

尖专家学者等。近年来，学校科研团队建设水

平不断提升，由青年博士教师带领的科研团队

于2019年、2020年连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共2项），是省内唯一一所连续两年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民办高校。此外，

该校教师获省本科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

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省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二、三等奖等成果。

产教融合有特色 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华厦学院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物流工程专业跻身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厦门华厦学院

于 1993 年由时任

厦门市政协主席蔡

望怀倡导、厦门市

政协发动社会力量

捐资创办，是厦门

市委、市政府重点

支持的非营利性质

的民办高校。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教

育工作时强调：“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

置，引导广大教师继承发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以赤诚之心、

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习总书记的

这一重要讲话点燃了华厦人对这种精神更好贯彻

落实并发扬光大的激情。办学28年来，厦门华厦

学院董事会始终坚持创办者所确立的“只作奉献、

不求回报”的办学宗旨，董事会从未分取任何红

利，所有成员均不领受任何酬劳和补贴，经费收支

盈余百分之百地再投入到办学中去。这对学校发

展不仅是一种资金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同时也

为教书育人者在操守和品格上的追求发挥了榜

样和示范作用。
2020年8月，福建省委常委周联清调研厦

门华厦学院时指出：“学校始终坚持非营利性公

益办学模式，为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将党建与育人工作相融合，促进党建工作有

成效、有特色、有亮点；积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持续提升办学水平并

办出鲜明特色；坚定走应用型人才培养道路，办

学定位准确，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培

养大量优质的应用型人才，值得在全省推广学

习。”

厦门华厦学院作为改

革开放后厦门市首家民办

高校，28年来坚持“立足地

方、定位应用、紧贴产业”，

为厦门发展培养了逾3万

名应用型人才。

2020 年，谢增鸿教授

任校长。这位“国家百千万

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

层次人才入选者、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福建

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具有

深厚的学术根基和国内重

点大学的教育教学管理经

验，上任后提出坚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在稳定发展格局

下持续深化新工科、新文科

建设，全面探索和加强数字

素养教育，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今年，厦门华厦学院

的学科专业建设取得重大

突破——物流工程专业成

功跻身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以强劲的姿态积

极参与国家“双万计划”建

设。据了解，在教育部“双

万计划”两年（2019年、2020

年）评审中，我省的37所公

办、民办本科高校中有18

所高校获批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占比为49%；

16所民办本科高校（含独

立学院）中有5所高校获批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占比为31%。

此外，厦门华厦学院还

是我市第一所且唯一一所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的民办本科高校。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

中国”，数字素养已成为21世纪人们

工作和生活需要掌握的核心技能。

为此，华厦学院一方面推进教学信息

化改革，另一方面加强学生数字素养

教育，培养适应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

的人才。
华厦学院的信息化建设可以追

溯到十年前，当时在蔡望怀创校名誉

董事长的倡议下，学校全面加强信息

化建设，打造算力建设及教学信息化

资源存储服务平台，构建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化教育资源。通

过与北京超星集团共建“华厦-超星

数字教学媒体制作基地”，引入超星

尔 雅 网 络 课 程 资 源 ，为 学 校 的

MOOC（慕课）在线课程建设提供平

台和技术保障；打造教育部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慧学习工场（2020）”项目，

打通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探索现代信

息技术与课堂互动的深度融合；完善

校园网络基础平台和新一代数据中

心建设，为在线教育、数字化管理等

提供高效的网络支持，满足全校在线

教育的数据需求。

目前，该校已获评多门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入选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跨校

互选在线开放课程。有了坚实的信

息化保障，学校着力推广“翻转课

堂”，即学生在课前进行在线学习、然

后带着问题进课堂，老师则在线上

（慕课）传道授业、在线下（课堂）答疑

解惑。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深受师生

喜爱，而且教学效果良好，有效保障

了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平稳运行。

数字素养教育是华厦学院正在

探索和推进的重点工作，目的不仅要

提升学生的数字化实践能力，增强自

身竞争力，还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和社会责任感，增强对信息的甄别

评估能力和遵守信息社会道德规范

的自觉性。学校通过搭建数字素养

在线教育平台，提供在线课程让学生

自主学习，使其掌握基本的数字素养

技能；加强信息技术人员和专业教师

的数字素养培训，为实施数字素养教

育提供师资保障；建立数字素养教学

模式，在开设相关通识选修课基础

上，将数字素养教育嵌入各学科专业

课程中，并通过项目导入方式，培养

学生利用数字化技术处理和交流信

息的能力。

A 立足区域战略布局学科专业

培养服务地方发展的专业人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其中，人才培养质量是重要组成

因素。要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必须深

化产教融合，积极与企业共谋育才之道。据

了解，华厦学院已与中兴、华为、中软国际、

中国平安等 200 多家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平均每个专业约有10家企业参与建设，

共同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这也

是学校能够连续数年毕业生就业率保持

98%以上的重要原因。

以通信工程专业（省级一流本科专业）为

例，华厦学院依托“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

融合创新基地”，引入中兴公司等企业的工程

师长期驻扎校内，他们不仅参与制定培养方

案、课程体系、教学大纲等，还负责专业实践教

学，其中一半课程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另一

半课程在合作企业以顶岗实习方式完成。这

就是“3+1”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本科

学习前三年在学校完成，最后一年在企业完

成。企业自始至终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每

个环节都渗透着产教融合，最终实现校企无缝

衔接、联手打造“货真价实”的应用型人才。对

学生而言，这样“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不仅

能快速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能深入

了解企业生产运营过程，帮助自己就业后能立

即适应并投入工作，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获福

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与此同时，华厦学院还积极与政府、企业

合作共建高质量的教科研平台，为应用型人才

培养提供重要支撑。目前已获批国家级产教

融合平台3个（教育部-中兴通讯ICT 产教融

合创新基地项目、教育部首批数据中国“百校

工程”建设院校、教育部产教融合促进计划项

目），其中，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

新基地项目获评教育部示范性基地；获批教

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基地项目17个；与地

方政府共建10多个应用科研平台（如福建省

科技厅依托学校设立“福建省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检测试剂与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依托上述平台，学校累计承担科研项目

30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0余项（含国家

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863计划子课题等）；拥有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640多项；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报告

200多份。
华厦学院不仅重视人才培养，还注重依托

优势专业资源，充分发挥引进的高端人才作

用，积极服务企业和社会民生。例如，学校与

市科技局共建“厦门市食品药品安全重点实验

室”，现任校长谢增鸿教授曾出任首席科学家

助力厦门银祥集团成为福建省首获“企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企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省

级服务产业特色专业）师生团队为银祥集团提

供瘦肉精检测技术服务，确保民众吃到“放心

肉”；依托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学校与市科技局共建的“厦门市环境监

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了厦门市空气质量

网格实测项目，即检测环境空气污染物，为厦

门各建成区的空气自动监测子站优化布点提

供依据等。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

培养支撑企业产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推进教学信息化改革和数字素养教育

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人才

近年来，学校贯彻新发展理念，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创新创业能

力，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为

鼓励和支持在校生创业，学校专门搭

建学生创业实践区，为其免费提供

水、电、网络和办公设施，以及开放所

有教学、实验、图书与信息资源；建立

创业导师机制，为每个创业团队安排

一名导师，指导学生创业实践；与北

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北京

彭丽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厦门

分公司、厦门迅千科技有限公司等签

订协议，为学生创业团队提供法律、

知识产权、投融资等商事服务；引进

中兴、北京华晟、岛津、斯坦道等企业

共建“校企创业培育基地”，引入厦门

市大学生创业促进会及厦门市聚合

汇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五彩鹿

（厦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合力打

造“三创”人才培养基地。学生获得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

赛”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连续4

年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共

获国际级奖项4个（一等奖3项、二等

奖1项）；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共获国家级奖项6个、省级奖项

46个，2020年度在国家级获奖数和

获奖率等方面位居全省民办本科院

校、独立学院之首。

在华厦学院，60%以上学生参与

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项目；累计

获10余个省、市级创新创业大赛奖

项，有20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获国家级立项、100多个项目

获省级立项、1个项目被评为福建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目、5个项目

获集美区政府创业资助；去年，学校

与三明市尤溪县联合镇连云村开展

对口帮扶，学生创业团队“华厦优

品”参与“联合镇梯田大米”扶农助

创的公益直播，每场都有上万人次

在线观看。

华厦学院入选国家级星创天地，

获批省、市级众创空间和省级产创融

合教育示范基地，通过厦门市科技企

业孵化器认定，累计扶持特色项目48

个，其中 41 个项目成功孵化为企

业。许多创业学生就是在校期间开

始创建公司，并在校内孵化成功，例

如，2016级校友方建敏在校内孵化

成立厦门织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

立第一年营业额就超过3000万元，

现已发展为行业中上游新兴企业。

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立德，华厦

学院高度重视加强党建和思政教育工

作，坚持以德育为先，将立德树人融入

学校各项工作之中，努力做好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此外，学校还注重培

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学生艺术作

品获第九届福建省高校艺术设计大

赛工艺美术类金奖、海峡两岸文博会

之高校文创设计大赛银奖等；参加国

外艺术比赛，获第17届匈牙利布达

佩斯之星国际艺术节金奖、伦敦艺术

家大奖赛国际音乐比赛一等奖等。

如今，国家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

阶段，教育领域亦是如此。作为民办

高校，华厦学院责无旁贷，将继续紧跟

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努力夯实应用型本科内涵建设，朝着

“建设高质量应用技术大学和培养高

质量应用型人才”目标砥砺奋进。

增强学生创造创新创业能力

引入多方资源培养“三创”人才

本版文/通讯员 苏文雅
翁国宝

本报记者 林桂桢

本版图/华厦学院 提供

B

D

C

▲学生作品《瀚海未名者》获第九届福建

省高校艺术设计大赛工艺美术类金奖。

▲华厦学院校园风光。

▲华厦学院学生在工业机器人编程实验室实训。

华厦学院创校名誉董事长蔡望怀（左二）莅校指导。

中物联、物流教指委领导视察指导物流与供应链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工作。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两

位青年博士教师在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名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²��³´�²�«

µ¶¥§��·
«�¸	����«

�¹º»¼½¸�¬¾���� «¿À

«�	�Á��Â���¾�Ã

��� ÄÅÆÇÈÉÊËÌ� ÈÍ

�Î��¸¢�ÏÐÑÒ�� ÓÔ

ÕÖ ×�Ö �ØÙÚÛÜÝ�¤�É

ÇÞßàÃ� á����� ���â�

�ãä��� å����ææçèé� ê

ëÉìíå á�îÉÇ� ïð� Òñò

óô�æ	�³õö³õ�

á��������÷ø�����

���ùú��û�üý�Æ�þØÿ~

}�ü|� {�[\�]^�ù_`@

?ì¼>�=<�ü|� �?��;:

/.-ù�ü|�\�]é�â�§Ö�

�,+[*��;�ü|Ò)���

;� ë(''&%Ö $#"����!

±�012µÖ�345�6789ÙA

±B�� �ÆCDüEÏ�Ñ�µFG

ú��¨HIú�ùJK�L1M��N

OÉPQ�R�Äå�S���TDÙ

UD� ��á�îÉÇ���öÙóô�

æ	�³õö��½���á���

�����¤ãä�0��IÃ����

õ�R��´���������

�
OÙ(	ñ����

¤«�������Ù«���

���H�����À������

���å§��� �Ö R��

æ� ����>��þ��>{��

§�� �����ú�Ö �§���

���µ� �À����� �«§�

��� ¥�����»���02Ò

�� �¥���I�Oº��§�

ð�£ �� ���[����� �

«�¡¢£�¤�����)��¥

¦§¨� ©�� ��ª�5Ó«��

¬� ®�[��¯°±� �ñ� �²

��§³N�´µ� ²��§¶·�Ã

��¸�� ¤«¹ª�[��§¤

�� «��6Æº»¼�½å��¯

°±� «¾®é¿À³�«�Á��

¹ªë!ÂÃ�Ä5Å�ÆÇ�È�

â�§È£É��&� «�¸³N¹

ª���ÀÊ³Ë�ÄÌ���æ

Í� ���¸¢��ÎÏ�Æ�Ð

À� Ñ�ÁÒ«���½ëÓÔË�

=�>�ÕÆ��������Ä

ù� �Ë����ÎÏÖ�����

�� Ò��½¾�×���Ë�¥§

��ù� ��¸¸ü�Ø�û�Ã

�æ<� ��ÙÚ³Û�Ü��

§ÝÞ� �ßàáâ� ��ãä�á

â� ��åæ��¬ç��è�é

ê£ ëì� ½íî�ç�üéñ� �è

���õ�ïðñòó�ôõö� ¿À

½¥��§ÂóÂ÷�'øûùùúû

ü�� ¼½���� ý@¹ª��þ� ¾

�^ÿ��æÍ�¸ç�� ~}çÂ�

|Ò�µ����� �Û��ÝÞ{[

\]�� ��¥6^º� Ò���·�

^�_`@�?5�>>>=<æ´ÈÍ

É�~};äH:µ�/.-,ê5

��½�¾´�5º�+Ó*)RR*�

�Ó���¤�(¶�§'&¾(��%

�Æó����û�?�LÇ�´��«

�Ù¥6ÆºEé�LÇ�� ��«�

���ÿ$#LÇ����Ã

á����� �"[�§!0þ1

��23´���� �4��ÏÏ�5

6Ö �§78À9�����Aü� "

[�§ÎB�BC� D�EHF?Gû

^�� ��`�§;ä��¥§���

H
��I�;½��J�!Kû�ü

|�LM� ����;�ü|N��O

PÑ�����£¤�;QQæ����æù

ú� ?\R�ü|���STÆU��

[^��5��¥�³� ¼½��;�

�� �5¹ª�,��Ã

½(È� ���¶>���
È�

�¥;ä���Ö �²Â��µ���

�â���� í�����@����

� �����Ö �
�5Å	��

,� ��¤É�Ó��Ã ¤�Ó�@Ã

�Å��U�1í� ¤>§ù_ü|�

����>�Ù�� �5þ����5

�GúÙ���5���� Æ�@�I

����»��� ·�� 5ÅÒ�

8¼���³��;����³��

7� >��C��²2�����Ã ¥

�������Q����µ\���

��µÒø� �æ���5Å�ÀÙ�

@Ò��é�¥P��� ì³�±å�

�Ö Ù�Ö ��Ù��������

��¢£ ¤«Øÿ'&��� ý@

��¡¢�§�����æ¸¢��¹

ªçR�� �����������£

ÜÆé��O¤ü�¸¢��� ���

½À[�§¤�Òñ� «�´�� ��

�¥§;ä��¥¦�� ��¼½�«

�Æ�§¨�©ª� «����à«�

�!�Ã

¤̧ ¬®Ù¯°±±ÃÊ²�ê

³�¤Æï	�Ù¸ïÏÏÃª´µ

F���¶·Õ�	¸¬®��

�	ÉÇ�¸�¹¯	�ÉÇ��Ö

��º»¢£¤¶·Õ¼½��¾¿

�N��|À~Á� ¼���~Á

�N½�|ÀÂÃ�ÃÄ<�á*�Å

��¸�	�á̧ Æ�ÇÈÉÙÆ]

ÊÇÈÉ�¹�Ë�½¤̧ ¬®Ù¯

°±±Ã���È���ÌÍÎ"�

5�A±� æAÏ�ÐÑÙ��	


�øÒ�Ó��ÔU�Ñ�
Õ�

¤�	ÉÇ©�Ö××��ØÙ��

��¸��JÚP:Ö23��¬�

����¸�Û�Ü� ¶·Õæ�

��Ý¾ì¼���;ä� A�Ã

¹¯	�ÉÇ��$Ú»ØÞßà

¶·Õ��¸� ¥áÊ²â(�Q

�Â��� ��ãæ��äåæº

�3�çèé��

`@��æê��ë	³õöì

á¥í¥�îP²âËï·:�Ó

ðëÍ�®��þ����ñ�¤̧ ¬®

Ù¯°±±�³òFÆ�ÆóÃ��ù

ôæ��Æ�õ[�����C��¬³

��¤̧ ¬®Ù¯°±±Ãî��¸�

ö÷ø�����æ�ù����¤̧ ¬®Ù

¯°±±�³òFÆóÃ úû�¸8

üà½Í�ý(þ�	þ�ñ� ÿù

��C~}�¸��Ã¯����C�¸

à8³�ö}�¤̧ ¬®Ù¯°±±Ã�

À½|æ{[��U��.�\]�
����

^_`�Ö ��Ó��Á	�Í�/

´ì8�$@�£�?P�>� ��$@

�£@_Á	Ö=�Á	Ö1<Á	Ö³Ä

Á	ÙÍ�;:	�/��¼� �æ�¤@

�ö.ÃëÍ^_`�Ö��Ö��Æó�

ó��ÜI��Ý�����@�ö¤ÆÇ5

^_-,ó+����������*
Ã�)½�¤¢Ã

¤�Ã¤�Ã �ÆÁ	�('��&U	�ë

Ó%UÇ5@_/�)æÁ	�($�´

�ëÍ��§$ÖËÖ�#"�!01ü"

��á2À� ��3-,ó�I�4�ó

56ê78}9ê�

AO�(���Þ�B_��Æó�ó

�CQD
�"[����Ö��î;Ö��

E1Ù����¦§�FFG9�HI�

?É��J��ê�K��íÚÖL¬Ó8¼

2óÇ5��Ö1Ö<ÖMÖ³�¢JÓ1N

[Ç���OïÖEì©{½!PQDÓ1

N¸R³STT³ü�Þ�Æóò@_ËÇ

Ó�U³õöÙËï�$�Ç�ÆÇ@_

ËÇ�µ���ÖËï�$�Ç�^_Ö�

ËÇ�µ�����\ñ� ����

 �� ò�î³õö\ñ�

áÈÕ��ª´~
� Ä(ì��

½��I� ¥���ÈÍ�Îª´

�"���P�~�áÆÇ�á�_�

áÈ��áÎ��á���á��(�á�

��á���á̄ �� ������


ª´�~
� ÜP�ö�¼��

À�	¡Ö �ÉÙýß� ��¥�

ª´�Ä�ùÎ{��

�Ñ���5¼«ÈÕÍÇ

�\�Ö ;äÕ��â�¯���

�\�� �¢�� ÈÕ�
É�©

R�ÜÖ 7Æ~U� ���Ù�Ö

���2�Ö ���R�Ö ���

 Ö ���D�Ö ��<���

�/��´?�ÈÕî��
1µ

É��~��
Ó�ÇÑ�Á¢�� 3(´

¤¦(ÞªÃ Ò~Õ� Æ¤��<

�Ã Ò~
� �¤Ç��ÇÃ Ò�

�� ������� É¨ú²�

�� ë(���È@ÂÃå�

�� ���ÈÕ�
ª´~
�Î

Ò��� ���×O��Î�5�

�¥´� |����±�ü��Ö

#Í���Â(�
����

ò�î��³õö³õ� á�

ÕÇÏË�ª� �<ì�� Þ(�

ÑÎçêÙß�¤��Ë��"Â

�ÜÃ� Ù��¤îúËï��Ã�

¤Ç�Ã 	�½��Oìû� ��þ

íÃ�ÕÆÇ� ��þÙ�·��Õ

ÆÇ��U5� Ü���~¤��

Ë�ÂÇ5Ã ���Ý��

Îç½ á�ÕÇÏË�ª� �

(È� (³������Ëï�

¡£ �!P�?¢� �£"�¤�

á¥� �¤?P¿Ã �¦á� ��

�����©JÖ ��Ö �«Ö ã

á� ��($���Ç§é¨� O

ì���©�ªR� �æÖ «¬Ö

ëÓÖ Ê
Ö �¢Ë� �Þ(�®

ÆÖ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²³� ´µ¶·¸¹±�

���º±»¼½¾¿©À®ÁÂ�

����� ���

�� �����¡¢�

��£¤¥¦

ÃÄÅÆÇÈÉÊ� ËÌÍÎÏÐ

Ñ��¬ÒÓÔ��

ÃÕÖ×¶·ÈØÙ� ÚÛÜÝÞ

ßà�ÜÝ���

Ã¡�áâã�ÈäÑåæç� Ó

� �èéèêÑ� �éëì�

§¨©ª��«¬®�

¯°±²³�´µ¶·¸

��

í¯��¸îä×µï� ðñ£�ò

©������®��óô�

õö£�÷�øù���ê¬Ò®ú

û��üÚÛ��ýþ���ÿ~}�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_�

�¹º»�¼½� ¾¿�

��ÀÁ ����Â� ÃÄÅ¥

ÆÇÈÉÊ·¸ËÌÍÎ�Ï

�ÐÑÒÓÏÔÕ	Ö���

��Õ²
	Á ×�ÏØ

Ù� 
ÖÚÛÜÝÞßàá â

ãäÏ
�¡� åæçèé¢

�²êëì� 
Öíîïðñ

´·¸òó¢�ËôÝ� õö

÷øù�Á å�úÖøûüý

�þ¢ÿ~}� |����Â÷{

[\� ]Å^_��


	`� @?ï����£¤\�

�
¢��>Á


Ö[\=�Â� <;Ù

ï�:/«.-��,����

ì+*)���±�����(

'` Ñ&�%	Ö$ å#�"

��!ÔÖ�0��¢1.ì�

2}ï3456#�"ÔÖ7

8�9A´��BCD*C£

¤EFG��#�"ÔÖHë

0Iì»�!JK$ Ø LMN

OP34QÌRSTCD¯°

U�� �í����Â�����

��JK�J$ Ñ�����

��!" �Ðá ×��� �\

���� ����
÷	�

�������
å���Ë��'��*

\�ÔÖ���£¤�³�¢

��ì� �
	å��Â��

Õ²£¤��¢(�?� ��

§¨�²£¤��¢�©ª�

���«����´Ö��%

��¢�© � Ø�¢���

��¢��� ��¢��� Ü

��?����£¤�\��


¢�çÁ

Ë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²��³´�²�«

µ¶¥§��·
«�¸	����«

�¹º»¼½¸�¬¾���� «¿À

«�	�Á��Â���¾�Ã

��� ÄÅÆÇÈÉÊËÌ� ÈÍ

�Î��¸¢�ÏÐÑÒ�� ÓÔ

ÕÖ ×�Ö �ØÙÚÛÜÝ�¤�É

ÇÞßàÃ� á����� ���â�

�ãä��� å����ææçèé� ê

ëÉìíå á�îÉÇ� ïð� Òñò

óô�æ	�³õö³õ�

á��������÷ø�����

���ùú��û�üý�Æ�þØÿ~

}�ü|� {�[\�]^�ù_`@

?ì¼>�=<�ü|� �?��;:

/.-ù�ü|�\�]é�â�§Ö�

�,+[*��;�ü|Ò)���

;� ë(''&%Ö $#"����!

±�012µÖ�345�6789ÙA

±B�� �ÆCDüEÏ�Ñ�µFG

ú��¨HIú�ùJK�L1M��N

OÉPQ�R�Äå�S���TDÙ

UD� ��á�îÉÇ���öÙóô�

æ	�³õö��½���á���

�����¤ãä�0��IÃ����

õ�R��´���������

�
OÙ(	ñ����

¤«�������Ù«���

���H�����À������

���å§��� �Ö R��

æ� ����>��þ��>{��

§�� �����ú�Ö �§���

���µ� �À����� �«§�

��� ¥�����»���02Ò

�� �¥���I�Oº��§�

ð�£ �� ���[����� �

«�¡¢£�¤�����)��¥

¦§¨� ©�� ��ª�5Ó«��

¬� ®�[��¯°±� �ñ� �²

��§³N�´µ� ²��§¶·�Ã

��¸�� ¤«¹ª�[��§¤

�� «��6Æº»¼�½å��¯

°±� «¾®é¿À³�«�Á��

¹ªë!ÂÃ�Ä5Å�ÆÇ�È�

â�§È£É��&� «�¸³N¹

ª���ÀÊ³Ë�ÄÌ���æ

Í� ���¸¢��ÎÏ�Æ�Ð

À� Ñ�ÁÒ«���½ëÓÔË�

=�>�ÕÆ��������Ä

ù� �Ë����ÎÏÖ�����

�� Ò��½¾�×���Ë�¥§

��ù� ��¸¸ü�Ø�û�Ã

�æ<� ��ÙÚ³Û�Ü��

§ÝÞ� �ßàáâ� ��ãä�á

â� ��åæ��¬ç��è�é

ê£ ëì� ½íî�ç�üéñ� �è

���õ�ïðñòó�ôõö� ¿À

½¥��§ÂóÂ÷�'øûùùúû

ü�� ¼½���� ý@¹ª��þ� ¾

�^ÿ��æÍ�¸ç�� ~}çÂ�

|Ò�µ����� �Û��ÝÞ{[

\]�� ��¥6^º� Ò���·�

^�_`@�?5�>>>=<æ´ÈÍ

É�~};äH:µ�/.-,ê5

��½�¾´�5º�+Ó*)RR*�

�Ó���¤�(¶�§'&¾(��%

�Æó����û�?�LÇ�´��«

�Ù¥6ÆºEé�LÇ�� ��«�

���ÿ$#LÇ����Ã

á����� �"[�§!0þ1

��23´���� �4��ÏÏ�5

6Ö �§78À9�����Aü� "

[�§ÎB�BC� D�EHF?Gû

^�� ��`�§;ä��¥§���

H
��I�;½��J�!Kû�ü

|�LM� ����;�ü|N��O

PÑ�����£¤�;QQæ����æù

ú� ?\R�ü|���STÆU��

[^��5��¥�³� ¼½��;�

�� �5¹ª�,��Ã

½(È� ���¶>���
È�

�¥;ä���Ö �²Â��µ���

�â���� í�����@����

� �����Ö �
�5Å	��

,� ��¤É�Ó��Ã ¤�Ó�@Ã

�Å��U�1í� ¤>§ù_ü|�

����>�Ù�� �5þ����5

�GúÙ���5���� Æ�@�I

����»��� ·�� 5ÅÒ�

8¼���³��;����³��

7� >��C��²2�����Ã ¥

�������Q����µ\���

��µÒø� �æ���5Å�ÀÙ�

@Ò��é�¥P��� ì³�±å�

�Ö Ù�Ö ��Ù��������

��¢£ ¤«Øÿ'&��� ý@

��¡¢�§�����æ¸¢��¹

ªçR�� �����������£

ÜÆé��O¤ü�¸¢��� ���

½À[�§¤�Òñ� «�´�� ��

�¥§;ä��¥¦�� ��¼½�«

�Æ�§¨�©ª� «����à«�

�!�Ã

¤̧ ¬®Ù¯°±±ÃÊ²�ê

³�¤Æï	�Ù¸ïÏÏÃª´µ

F���¶·Õ�	¸¬®��

�	ÉÇ�¸�¹¯	�ÉÇ��Ö

��º»¢£¤¶·Õ¼½��¾¿

�N��|À~Á� ¼���~Á

�N½�|ÀÂÃ�ÃÄ<�á*�Å

��¸�	�á̧ Æ�ÇÈÉÙÆ]

ÊÇÈÉ�¹�Ë�½¤̧ ¬®Ù¯

°±±Ã���È���ÌÍÎ"�

5�A±� æAÏ�ÐÑÙ��	


�øÒ�Ó��ÔU�Ñ�
Õ�

¤�	ÉÇ©�Ö××��ØÙ��

��¸��JÚP:Ö23��¬�

����¸�Û�Ü� ¶·Õæ�

��Ý¾ì¼���;ä� A�Ã

¹¯	�ÉÇ��$Ú»ØÞßà

¶·Õ��¸� ¥áÊ²â(�Q

�Â��� ��ãæ��äåæº

�3�çèé��

`@��æê��ë	³õöì

á¥í¥�îP²âËï·:�Ó

ðëÍ�®��þ����ñ�¤̧ ¬®

Ù¯°±±�³òFÆ�ÆóÃ��ù

ôæ��Æ�õ[�����C��¬³

��¤̧ ¬®Ù¯°±±Ãî��¸�

ö÷ø�����æ�ù����¤̧ ¬®Ù

¯°±±�³òFÆóÃ úû�¸8

üà½Í�ý(þ�	þ�ñ� ÿù

��C~}�¸��Ã¯����C�¸

à8³�ö}�¤̧ ¬®Ù¯°±±Ã�

À½|æ{[��U��.�\]�
����

^_`�Ö ��Ó��Á	�Í�/

´ì8�$@�£�?P�>� ��$@

�£@_Á	Ö=�Á	Ö1<Á	Ö³Ä

Á	ÙÍ�;:	�/��¼� �æ�¤@

�ö.ÃëÍ^_`�Ö��Ö��Æó�

ó��ÜI��Ý�����@�ö¤ÆÇ5

^_-,ó+����������*
Ã�)½�¤¢Ã

¤�Ã¤�Ã �ÆÁ	�('��&U	�ë

Ó%UÇ5@_/�)æÁ	�($�´

�ëÍ��§$ÖËÖ�#"�!01ü"

��á2À� ��3-,ó�I�4�ó

56ê78}9ê�

AO�(���Þ�B_��Æó�ó

�CQD
�"[����Ö��î;Ö��

E1Ù����¦§�FFG9�HI�

?É��J��ê�K��íÚÖL¬Ó8¼

2óÇ5��Ö1Ö<ÖMÖ³�¢JÓ1N

[Ç���OïÖEì©{½!PQDÓ1

N¸R³STT³ü�Þ�Æóò@_ËÇ

Ó�U³õöÙËï�$�Ç�ÆÇ@_

ËÇ�µ���ÖËï�$�Ç�^_Ö�

ËÇ�µ�����\ñ� ����

 �� ò�î³õö\ñ�

áÈÕ��ª´~
� Ä(ì��

½��I� ¥���ÈÍ�Îª´

�"���P�~�áÆÇ�á�_�

áÈ��áÎ��á���á��(�á�

��á���á̄ �� ������


ª´�~
� ÜP�ö�¼��

À�	¡Ö �ÉÙýß� ��¥�

ª´�Ä�ùÎ{��

�Ñ���5¼«ÈÕÍÇ

�\�Ö ;äÕ��â�¯���

�\�� �¢�� ÈÕ�
É�©

R�ÜÖ 7Æ~U� ���Ù�Ö

���2�Ö ���R�Ö ���

 Ö ���D�Ö ��<���

�/��´?�ÈÕî��
1µ

É��~��
Ó�ÇÑ�Á¢�� 3(´

¤¦(ÞªÃ Ò~Õ� Æ¤��<

�Ã Ò~
� �¤Ç��ÇÃ Ò�

�� ������� É¨ú²�

�� ë(���È@ÂÃå�

�� ���ÈÕ�
ª´~
�Î

Ò��� ���×O��Î�5�

�¥´� |����±�ü��Ö

#Í���Â(�
����

ò�î��³õö³õ� á�

ÕÇÏË�ª� �<ì�� Þ(�

ÑÎçêÙß�¤��Ë��"Â

�ÜÃ� Ù��¤îúËï��Ã�

¤Ç�Ã 	�½��Oìû� ��þ

íÃ�ÕÆÇ� ��þÙ�·��Õ

ÆÇ��U5� Ü���~¤��

Ë�ÂÇ5Ã ���Ý��

Îç½ á�ÕÇÏË�ª� �

(È� (³������Ëï�

¡£ �!P�?¢� �£"�¤�

á¥� �¤?P¿Ã �¦á� ��

�����©JÖ ��Ö �«Ö ã

á� ��($���Ç§é¨� O

ì���©�ªR� �æÖ «¬Ö

ëÓÖ Ê
Ö �¢Ë� �Þ(�®

ÆÖ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²³� ´µ¶·¸¹±�

���º±»¼½¾¿©À®ÁÂ�

����� ���

�� �����¡¢�

��£¤¥¦

ÃÄÅÆÇÈÉÊ� ËÌÍÎÏÐ

Ñ��¬ÒÓÔ��

ÃÕÖ×¶·ÈØÙ� ÚÛÜÝÞ

ßà�ÜÝ���

Ã¡�áâã�ÈäÑåæç� Ó

� �èéèêÑ� �éëì�

§¨©ª��«¬®�

¯°±²³�´µ¶·¸

��

í¯��¸îä×µï� ðñ£�ò

©������®��óô�

õö£�÷�øù���ê¬Ò®ú

û��üÚÛ��ýþ���ÿ~}�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_�

�¹º»�¼½� ¾¿�

��ÀÁ ����Â� ÃÄÅ¥

ÆÇÈÉÊ·¸ËÌÍÎ�Ï

�ÐÑÒÓÏÔÕ	Ö���

��Õ²
	Á ×�ÏØ

Ù� 
ÖÚÛÜÝÞßàá â

ãäÏ
�¡� åæçèé¢

�²êëì� 
Öíîïðñ

´·¸òó¢�ËôÝ� õö

÷øù�Á å�úÖøûüý

�þ¢ÿ~}� |����Â÷{

[\� ]Å^_��


	`� @?ï����£¤\�

�
¢��>Á


Ö[\=�Â� <;Ù

ï�:/«.-��,����

ì+*)���±�����(

'` Ñ&�%	Ö$ å#�"

��!ÔÖ�0��¢1.ì�

2}ï3456#�"ÔÖ7

8�9A´��BCD*C£

¤EFG��#�"ÔÖHë

0Iì»�!JK$ Ø LMN

OP34QÌRSTCD¯°

U�� �í����Â�����

��JK�J$ Ñ�����

��!" �Ðá ×��� �\

���� ����
÷	�

�������
å���Ë��'��*

\�ÔÖ���£¤�³�¢

��ì� �
	å��Â��

Õ²£¤��¢(�?� ��

§¨�²£¤��¢�©ª�

���«����´Ö��%

��¢�© � Ø�¢���

��¢��� ��¢��� Ü

��?����£¤�\��


¢�çÁ

ËÞ`@?>=<;:�/.-�,+*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SMART ELECTROMECHANICA
L E

NG
INE

ER
IN

G
















	（已压缩）2021年招生简章6.10-1gai.pdf
	（已压缩）2020年招生简章-2 6.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