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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余学子在工程大开启逐梦新征程

9月 11日袁2018年上海市公益
广告征集大赛启动仪式暨上海市公
益广告论坛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举
行遥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尧市文明
办主任尧市公益广告宣传协调小组执
行副组长潘敏袁 松江区委副书记尧区
长陈宇剑袁 松江区委副书记刘其龙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李江袁市
文明办副主任姜鸣袁文汇报社党委副

书记尧纪委书记谢海光袁上海广播电
视台纪委书记金丹袁 松江区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赵勇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
委副书记鲁嘉华等出席活动遥
当天袁上海市公益广告主论坛举

行遥论坛分为主论坛和分论坛两个部
分袁主论坛围绕野公益广告与上海文
化品牌冶的内容袁共商上海公益广告
未来发展大计袁共谋助推打造上海文

化品牌的良策袁 共襄合作交流盛举曰
分论坛主题为文化传承与文明传播遥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尧市文明

办主任尧市公益广告宣传协调小组执
行副组长潘敏袁 松江区委副书记尧区
长陈宇剑袁 松江区委副书记刘其龙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李江袁市
文明办副主任姜鸣袁文汇报社党委副
书记尧纪委书记谢海光袁上海广播电
视台纪委书记金丹袁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党委副书记鲁嘉华共同推杆袁上海
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正式启动遥

叶中国广告曳杂志社社长尧总经理
鲁培康野用公益广告助力上海文化品
牌冶尧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台长尧总编刘
亚民野耶身边的感动公益的力量爷移动
电视打造伴随式都市公益圈冶尧 分众
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兼首席信息官尧
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陈岩野用中国原
创媒体助力公益宣传冶 的交流发言袁
从专业视角袁深入对话遥
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姜鸣袁松

江区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赵勇袁从市尧
区两个层面展现了上海公益广告扎
实的野昨天冶尧精彩的野今天冶袁野法治冶
的明天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韩多媒体
设计学院韩方院长尧韩国东西大学教
授金锺琪渊韩国冤袁上海日报社外国专
家尧野白玉兰奖冶 获得者毕韦西窑穆克
基渊印度冤袁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尧野校
长奖冶获得者欧阳海渊挪威冤等三位分
别从公益广告的表现媒体进化尧外文
主流媒体传播上海公益广告和上海
文化国际传播等视角袁畅谈了他们对
公益广告与上海文化的理解遥

据悉袁 本次大赛坚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公
益广告宣传首要任务曰 坚持把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公益广告宣传主线曰 坚持把庆祝
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成就尧 彰显上
海城市精神尧 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作
为公益广告宣传重要实践遥 大赛选
题涵盖了党的野十九大冶精神尧改革
开放 40周年尧中国梦尧依法治国尧反
腐倡廉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尧上海
城市精神尧党的诞生地尧野上海文化冶
品牌尧市民修身尧传统美德尧家教家
风尧移风易俗尧诚实守信尧文明交通尧
文明旅游尧志愿服务尧关爱未成年人

等主题内容袁体现上海特色袁充分发
挥公益广告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尧凝聚中国力量尧传播中
国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遥 大赛面
向全社会征集作品袁 重点发动各区
县委办尧高等院校尧广告公司尧媒体
机构等相关单位等遥 应征作品分为
文字尧平面尧影视尧音频尧动漫等五
类袁 以充分体现公益广告作品的专
业特性和细分化趋势遥

本次论坛坚持践行海纳百川的
精神袁邀请到了来自江苏尧浙江尧安徽
三省及苏州尧嘉兴尧湖州尧宣城尧合肥尧
芜湖等六市的长三角业界同行袁为上
海公益广告宣传出谋划策袁添砖加瓦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尧 上海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尧 松江
区精神文明委员会尧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等主办方尧承办方的主要领导袁
市公益广告宣传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相关处室负责人尧国内外专家学者尧
业界代表袁各区宣传部尧文明办负责
同志袁大赛的承办单位尧支持单位负
责人袁来自长三角业界同行袁媒体代
表及学生和市民群众代表等 600人
出席活动遥 渊文明办冤

2018年上海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启动仪式暨上海市公益广告论坛在我校举行

逐梦新征程袁与工程大共成长遥
金秋九月袁6000余名学子从祖国各
地汇集工程大袁开启人生新的航程遥
据悉袁2018级新生包括研究生 1298
名袁本科生 4789名袁专科生 226名遥

9月 18日上午袁学校举行 2018
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遥校党委书记
李江袁校党委副书记史健勇尧鲁嘉华袁
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朱晓青袁副校
长刘武君尧王岩松出席了开学典礼遥

野你们的加入袁让我们得以相聚
在工程大这个有爱尧有温度的大家
庭浴 冶校党委书记李江代表学校向
全体 2018级研究生新生表示了热
烈欢迎遥 李江书记指出袁建校 40年
来袁一批批工程大学子书写了一段
段拼搏与成长的青春袁工程大的精
神将在全体 2018级研究生新生身
上得到传承袁将伴随着同学们迎接
一个个挑战袁攻克一道道难题袁收获
一份份硕果遥 同学们在工程大可以
实现更高的学术追求袁可以对话顶
尖的学术导师袁可以拓宽研究的国
际视野袁可以培养创新的学术精神遥
近年来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尧特
色发展战略和国际化发展战略遥 建
设了一批上海市重点学科尧高峰学
科和省部级研究中心曰聚集了一大
批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尧学术骨干和
技术专家曰与全球八十多所知名高
校开展了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袁力
争帮助同学们在校期间接受至少一
次国际化教育遥 李江书记希望全体
2018 级研究生新生们端正学术态
度袁磨砺严谨作风袁通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和钻研袁收获丰硕的科研成果袁
成就自己的学术梦想曰 要锤炼品
行袁陶冶情操曰要崇尚学术袁勤勉笃
行曰要积极创新袁追求卓越遥 李江书
记结合生动的案例袁 渊下转第 2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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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传野程冶 载立德树人对标一流
学校举行学习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主题座谈会

暨庆祝第 34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9 月 17 日下午袁主题为野产教

融合传耶程爷卌载袁立德树人对标一
流冶的学习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主题座谈会暨
庆祝第 34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在图
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举行遥 校党
委书记李江袁 校党委副书记史健
勇尧鲁嘉华袁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
朱晓青袁副校长刘武君尧王岩松出
席会议袁 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尧部
分学院党政负责人尧获奖集体渊个
人冤代表尧高层次人才代表尧教师代
表参加会议遥

李江书记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遥
他首先代表学校向奋战在教书育
人岗位上尧为学校改革发展付出辛
劳的全校教师尧教职员工和离退休
教职工致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
诚挚问候浴 他向全体教师员工提
出四点要求袁一要坚持立心铸魂袁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
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曰二要坚持立德
树人袁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曰三要坚持人才强校袁营造野尊
重人才尧激励人才尧服务人才冶的
浓厚氛围曰四要坚持对标争先袁在
学校新征程上跑出追赶跨越加速
度遥 他希望袁在快速发展的历史机
遇面前袁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全面贯彻
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
话精神袁继承和发扬产教融合的特
色袁弘扬优良师德师风袁始终把牢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袁 全面推进
野三大战略冶和冲击博士点申报的
跨越发展袁为加快建成国内一流的
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

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袁 为校庆 40
周年献礼浴

大会由校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
席史健勇主持遥

校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鲁
嘉华宣读了获奖名单 遥 大会对
2016-2018 年度校实验室先进集
体尧 先进个人袁2017-2018 年度校
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尧 优秀
辅导员 尧 优秀班主任 渊导师 冤袁
2017-2018 年度第十四届校优秀
青年教师袁 第二届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一二三等奖袁2018 年度从
教满三十年教龄教师等七个批次
共 129 个渊名冤先进集体和个人予
以了表彰遥

大会还邀请了校党委常委尧宣
传部部长王陈袁教师工作部部长尧人
事处处长缪行外袁分别以野以耶四力爷
促 耶四增爷袁 合力推进教师思政工
作冶尧野把握教育新要求袁潜心教书育
人冶为题袁细致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做好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新的
更高要求及中共中央国务院 叶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曳遥

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杨俭老师尧
航空运输学院 渊飞行学院冤 韦薇老
师尧数理与统计学院张居丽老师尧服
装学院辛斌杰老师等四位先进代表
在会上发言遥

渊刘萃慧冤

9月 19日下午袁党委书记李江
带队走访松江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袁开展校企合作交流遥党委常
委尧宣传部部长王陈袁科研处处长陈
思浩袁学生处处长朱蓓袁机械与汽车
工程学院院长方宇袁 电子电气工程
学院院长方志军参加了校企合作交
流遥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徐本培尧 人力资源高级总监陈
宇宙尧 产权与项目主管许宜峰等参
加交流会谈遥

党委书记李江介绍了学校的办
学历史尧发展概况尧办学现状袁和办
学特色袁 希望双方搭建校企沟通交
流的平台袁深入推进产教结合袁秉持
务实高效的原则袁 与企业建设资源

共享平台袁 在推动校企合作向深层
次发展上有所作为袁实现互利共赢袁
共同发展遥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徐本增介绍了科大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
程袁重点介绍了智能制造领域野人工
智能尧智能物流尧工业机器人冶等方
面情况袁就双方在党建工作尧人才需
求尧项目申报尧产学研等工作上如何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交换了意见袁进
行了沟通与交流遥

座谈会前袁 党委书记李江一行
参观了科大智能-复旦人工智能机
器人展示馆袁 科大智能园区尧A3厂
房遥座谈会上袁双方就如何加强产学

研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袁 努力做到
学校尧学生尧企业三方共赢遥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由安徽东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尧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及部分自然人股东
于 2002年发起成立的遥科大智能作
为一个基于知识和创新的公司袁始
终以 野领先应用技术袁 创造客户价
值冶作为经营理念袁以质量体系尧环
境体系尧 职业健康体系三大体系作
为公司的运行标准袁以科技为先导遥
作为全国领先的工业智能化解决方
案供应商之一袁 公司专注于工业机
器人尧服务机器人尧电力和新能源领
域的产品研发及应用遥

渊党办冤

走出校园促发展 鼓励同学们做学术
贵在专注袁 要成为明德修身的筑梦
者曰做研究贵在创新袁要成为视野开
阔的创新者曰做学问贵在坚持袁要成
为伟大中国梦的助推者遥 他强调袁要
将责任感和使命感铭记于心袁努力使
自己成为拥有高尚品格尧常怀感恩之
心尧勇担时代使命的国之栋梁曰要建
立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式袁把目光
投向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曰创造更多
造福社会的科研成果袁为实现中国梦
增添新的力量遥 李江书记最后指出院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袁 也恰逢是
学校建校 40周年袁 学生的发展与学
校的发展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
连遥 他希望全体 2018级研究生新生
有责任做一名有胸襟尧有情怀的时代
引领者袁把个人梦想汇入到时代洪流
之中来袁让蓬勃的青春与国家情怀共
振袁让青春的底色在立志报国的奋斗
中更加嘹亮遥

9月 16日下午袁学校举行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遥 校党委书记李
江袁校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袁校
党委副书记史健勇尧鲁嘉华袁校党
委副书记尧副校长朱晓青袁副校长
刘武君尧王岩松出席了开学典礼遥

校党委书记李江为新生代表
佩戴象征着使命传承的校徽袁希望
同学们能够牢记新时代赋予大家
的光荣使命袁在大学时光中感知大
爱袁与工程大同成长尧共奋斗袁圆梦
辉煌的未来浴

校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国代
表学校向全体 2018级新生表示了
热烈欢迎遥 夏校长指出袁工程大为
同学们实现全面发展之梦尧求知求
学之梦尧职场达人之梦尧放眼世界
之梦提供了良好平台袁希望同学们
珍惜大学时光袁秉承工程大的优良
传统袁胸怀祖国袁志存高远袁博学奋
进袁锐意创新袁虚心从善袁树德修
身袁把个人选择同国家需要尧人民
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袁
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奋斗浴

此次开学典礼在松江校区图
文信息中心尧长宁校区和虹口校区
进行了同步直播遥

当天袁校党委副书记尧校长夏建

国还为全体 2018级新生讲
授了入学第一课要要要叶逐梦
新征程袁与工程大共成长曳遥
他从野为什么值得以工程大
为自豪钥冶野为什么说选择工
程大是明智的钥冶野怎样做一
个无愧于时代的工程大
人钥冶三个问题入手袁详细介
绍了工程大的历史沿革尧办
学理念尧发展战略和校园氛
围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
展历程袁工程大既是中国高
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推动者袁
又是引领创新发展的探路
人遥经过 40年的历史积淀袁
学校目前已发展为一所野出
身名门尧本科起点尧工科传
统尧行业经历尧特色鲜明冶的
高等学府袁接地气袁近产业袁
重应用袁 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袁 师资队伍不断增强袁毕
业生就业率和薪资水平一
直处于全国高校前列遥夏校
长告诉同学们袁 选择工程
大尧选择上海袁不是选择安
逸袁而是选择面向世界尧面
向全球尧 面向更广阔的人
生视野和发展舞台遥 工程
大感谢你的选择袁 工程大
也值得你选择浴 在奋进尧开
放尧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下袁夏校长
寄语同学们用奋进的意识攀登学
业进步的阶梯袁用开拓的精神追求
实现梦想的真谛袁用创新的实践探
索未来无穷的可能袁 坚守底线尧坚
守信仰尧坚守方向尧坚守诺言袁系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袁让青春的每一步
都行稳致远遥 课堂上袁夏校长还主
动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袁与同学
们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袁并表
示将带领全体教职工全力以赴为
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佳
的成长成才机会遥 整个课堂气氛热
烈袁夏校长富有激情和情怀同时又
幽默风趣的讲授让现场新生们掌声
不断遥在座的不少新生感叹袁夏校长
既是良师袁更是益友袁对工程大的归
属感愈发强烈袁 对未来的大学生涯
也充满期待浴 渊综合冤

党委书记李江带队走访松江科大智能企业

渊上接第 1版冤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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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大咖受聘为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编者按院聘请客座教授袁是我校
推进开门办学袁深化对外合作袁吸纳
优秀教育资源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
举措袁是落实学校人才强校战略尧师
资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对于加速我校的学科建设袁 提高教
学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袁 扩大社会
影响袁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袁营造良
好的学术氛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9月 16日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受聘仪式在
行政楼 19楼举行遥 校党委副书记尧

校长夏建国袁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
院院长魏劭农袁 艺术设计学院兼职
教授祁和亮袁现当代油画家陈逸鸣袁
新民晚报艺术评论版主编林明杰袁
东方卫视中心项目总监顾吉明等出
席聘任仪式遥
校长夏建国在聘任仪式上讲

到袁学校办学定位是野一体两翼袁协
调发展冶的学科格局袁人才是学校发
展与进步的关键袁 人才汇聚乃是学
校的生命力所在遥目前学校尧学院正
在扎实推进野双一流冶建设袁学校非
常渴望人才的加入遥夏校长提出袁要
尊重艺术家的个性与艺术创作规

律遥 客座教授将参与指导我校学科
建设尧兼任一定的教学尧科研及研究
生的指导工作遥 艺术设计学院正值
郁类高峰学科建设时期袁 希望艺术
设计学院进一步加强产业与创意设
计的融合袁 将艺术学科更好地融入
到上海城市发展中遥

会上袁 校长夏建国为艺术设计
学客座教授颁发聘书袁 顾吉明教授
代表客座教授发言袁 表示要认真履
行客座教授义务袁不辜负学校嘱托袁
努力为艺术设计学院的未来发展添
砖加瓦遥

渊杨爽冤

今年 7月至 愿月袁 全国高校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对全国高
校大数据专业师资力量与教学水
平尧课程设置与教学体系尧教材研发
投入与产出尧实验室建设与运行效
果尧实习实训基地服务能力尧毕业生
就业渠道和薪资水平尧专业培训尧活
动举办次数与规格规模等方面进行
全面摸底尧抽样调研袁近日袁以野排行
榜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调研结果袁我
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获评
为 A类等级遥
随着国家叶大数据产业发展规

划渊2016-2020年冤曳的正式发布袁大
数据产业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遥 为
了加快国家野双一流冶大学品牌建
设尧抢占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
一流学科建设的制高点袁加快大数
据人才培养进程袁全国高校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进行了此次摸

底尧调研袁以服务国家大数据战略袁
引领高校大数据专业发展遥

此次专业教育教学综合实力排
名本着野公开尧公平尧公正冶原则袁对
全国 285所已经办学尧 正在办学的
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冶尧野大数据
管理与应用冶 本科专业的高校进行
全面调研袁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
及问卷反馈袁 将当前高校大数据教
育教学总体实力水平分为五类袁十
五个级别袁分别是 A类渊A+尧A尧A原冤尧
B类渊B+尧B尧B原冤尧C类渊C+尧C尧C原冤尧D
类渊D+尧D尧D原冤尧E类渊E+尧E尧E原冤遥

我校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为全国第二批 32 个获
准建设专业之一袁2017年面向全国
进行第一批招生袁 此次入选 A类袁
表明我校大数据专业教育教学综合
实力水平居全国高校前列遥

渊李媛媛冤

近日袁第 25届国际热处理及表
面工程联合会大会在西安举行遥 我
校材料工程学院的研究生邱小小参
加大会并荣获青年学者奖遥
此次会议由来自国内外的近

1000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遥
大会同时举办了一系列论坛和专题
报告会袁诚邀国内外热处理及表面工
程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袁围绕相
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业界动态袁
进行广泛尧深入的交流和探讨遥
参会期间袁邱小小就野Effect of

sputtering power on microstructure
and photo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Al -doped ZnO films deposited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冶课题展开
了论述遥邱小小针对所研究的课题袁
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袁即透明导
电薄膜渊TCO冤大好形势下所面临的
瓶颈 袁 从而引出研究课题的方
向要要要Al 掺杂 ZnO 透明导电薄膜
渊AZO冤的溅射功率对其光电性能的

影响袁 接着阐述了课题的 3个研究
目的袁然后对薄膜制备和性能检测
两个主要的实验过程进行讲解袁最
后对晶体结构尧表面形貌尧电学性
能尧 光学性能四个方面的结果进行
了展示并深入分析遥 他的发言引起
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遥 同他
一同前往的研究生郝艳也对自己的
研究课题野Investigation of multiple
fillers on the friction and wear be鄄
havior of epoxy composite coatings冶
与大家进行了交流与分享袁其课题
以复合涂层的减摩耐磨性能为目
的袁采用硬质粒子填充袁同时发挥填
料协同作用袁从而提高摩擦磨损性
能遥

大会最后对所做研究以及会上
汇报表现良好的优秀教师与年轻学
者进行了表彰遥 邱小小获得大会颁
发的青年学者奖遥 获奖学生 30 余
人袁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袁包括清华
大学等名校在列遥 渊冷培榆冤

近日袁 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挑战赛组委会传来消息袁 由数理与
统计学院指导教师李路带队袁 电子
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廖海涛尧王仕发袁
管理学院学生秦镛淇组成的数学建
模代表队在 2018年野深圳杯冶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挑战赛中获得优秀
论文优秀奖遥

据了解袁我校与复旦大学尧同
济大学尧 上海交通大学等 7 支参
赛队伍代表上海市袁于 8 月 17 日
至 21 日同来自全国的 58 所高校

的参赛队伍一起袁共赴深圳参赛遥
经过评审组的严格评选袁 我校数
学建模代表队荣获 B 题的 2018
野深圳杯冶数学建模挑战赛优秀论
文优秀奖遥

本次获奖充分展示了工程大
学子的风采袁体现了学校在开设第
二课堂和学科竞赛中培养学生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做的工作袁也
激励着学生在即将举办的全国大
学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更加优异
的成绩遥 渊廖海涛冤

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联盟发布相关专业排行榜

我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获评 A级

第 25届国际热处理及表面工程联合会大会上
我校学子获青年学者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挑战赛
我校学生获优秀论文奖

中国多媒体大会图像去雾处理竞赛
我校研究生夺冠

9月 14日至 16日袁 在西安举
行的中国多媒体大会上袁 我校研究
生力克群雄袁 夺取图像去雾处理竞
赛的第一名遥

中国多媒体大会由中国计算机
学会渊CCF冤主办袁CCF 多媒体技术
专业委员会尧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渊CSIG冤多媒体专业委员会尧新一代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协
办遥大会主办了四种技术竞赛院用户
兴趣建模大赛尧 京东 AI时尚挑战
赛尧 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压缩后处
理竞赛和图像去雾处理竞赛遥 在图
像去雾处理竞赛中袁来自北京大学尧
清华大学尧中国科学院大学尧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尧复旦大学尧上海交通大
学尧 同济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生和博
士生组成的 67支参赛队参加了比
赛遥 本次大赛由广汽研究院提供了
真实雾霾测试数据集袁 根据参赛队
提交的去雾处理算法的测试结果排
序袁共计 5支参赛队获奖袁参赛获胜
队伍可和竞赛组织者合写一篇总结
论文渊challenge report冤发表于顶级
刊物遥 由我校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智
能感知与控制国际联合实验室张娟

副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参赛队袁
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一等奖袁 其余
获奖高校分别为院南京理工大学尧江
西师范大学尧北京交通大学尧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遥

在大会竞赛汇报环节袁我校硕

士研究生李智和赵晶明对提交的
去雾算法及成果进行了阐述和展
示袁并与其他参加竞赛的小组成员
及专家进行技术交流袁总结当前方
法不足袁对未来的图像处理工作作
出展望遥

智能感知与控制国际联合实验
室负责人为博士生导师方志军教
授袁该团队构建野世界一流大学+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知名行业企业冶
协同创新模式袁 自 2015 年成立以
来袁 团队成员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尧面上项目尧青年项
目尧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尧企业委托
项目等 10余项项目的资助袁积极服
务上海世博会以及上海市平安城市
建设袁在视觉三维重建尧异常行为分
析尧辅助驾驶尧恶劣天气下的道路复
原尧 智慧医疗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遥 渊张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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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与产学合作教育
要要要纪念校庆 40 周年

张海成

揖建校四十周年窑忆 铱

编者按院今年袁学校将迎
来四十周年校庆遥 薪火传承袁
继往开来遥 即日起袁本报将选
登由我校离退休老教授尧老同
志撰写的纪念建校四十周年
文章袁 表达对学校的深厚感
情袁再现老一辈工程大人用他
们的实际行动诠释教师应有
的道德情怀袁弘扬学校的优良
办学传统和卓越成就袁激励新
一代工程大人牢记使命袁不忘
初心袁为学校创建国内一流的
高水平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
色大学的目标努力奋斗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袁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
历史转折袁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
时期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晨曦袁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前身上海交通
大学机电分校应运而生袁78 届的
莘莘学子幸运地步入交大机电分
校的大门袁 成为第一批时代的娇
子袁同年袁我也有幸进入学校工作袁
成为一名高校的教育工作者遥

回顾 40年的发展历程袁 学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袁坚
持改革创新袁不断探索尧实践产学
研合作的教育模式袁学校的发展日
新月异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遥 如
今已建成一所现代化工程应用型
特色大学袁并正在从教学型向教学
研究的大学稳步迈进袁作为工程大

人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袁非常的自
豪遥

曾记得袁在学校的建设发展过
程中袁 我校于 1985年借鉴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的办学经验袁进行了产
学合作教育实践袁 学校的各级领
导袁 教师和各部门的同志非常关
心尧重视遥 我们从事学生工作的同
志也是这样袁在学生工作中袁贴近
毕业生工作实际袁在输送毕业生就
业的工作中袁向企业和用人单位努
力传播产学合作教育的模式尧人才
培养的特点和优势袁积极推荐经过
产学合作教育的毕业生就业袁同时
积极配合学校做好产学合作教育
基地的建设工作袁为学生参加产学
合作教育的实践创造条件遥

产学合作教育的模式适应了
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变化遥 1985年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袁要求建
立与之相适应的毕业生就业制度袁
毕业生就业制度发生了变化袁改变
了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袁开始由计
划分配到供需见面尧 双向选择尧自
主择业的模式遥 产学合作教育的模
式适应了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变化袁
适应了改革开发对人才培养的需
求袁 它有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袁培
养创新能力袁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遥
当时袁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袁产业
结构的调整袁特别是纺织行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袁毕业生曾面临就业难
的困境遥 为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和
市场经济的变化袁学校选拔了一部
分优秀的毕业生袁 创办了工贸班袁
对学生强化经营管理袁外贸知识的
学习和外语的训练袁成为复合型的

人才袁 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好评遥
无疑产学合作教育的模式袁优势进
一步体现袁毕业生倍受用人单位重
视袁有不少的毕业生后来都走上了
企业的领导岗位遥 产学合作教育的
特点是紧紧依托产业袁毕业生就业
也离不开企业的支持袁学校每年都
会有一部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遥 为
妥善解决部分毕业生就业问题袁对
没有落实到单位的毕业生袁我们积
极会同会纺织系统各公司一起协
调解决袁 在他们的大力支持配合
下袁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袁学校每
年都顺利地完成了毕业生就业任
务袁得到上级部门的好评和表彰遥

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了产学合
作教育实践遥 在毕业生就业的工作
中袁 我们能够直接听取到用人单位
对人才需求意见袁 他们要求高校培
养的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袁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袁 学生不仅
要有专业知识袁 而且要具有经营管
理袁对外贸易袁计算机应用和外语水
平袁更要有理想袁有抱负袁有事业心
和责任感袁有艰苦奋斗袁勇于创新并
具有奉献精神袁能与企业同呼吸袁共
命运遥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袁使学
校更加高度重视培养目标袁 育人质
量袁重视产学合作的质量遥把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袁 形成教书育
人袁服务育人袁管理育人的齐抓共管
育人机制遥 我校人才培养的教育质
量进一步提升袁 毕业生的素质大大
提高袁就业竞争力显著增强遥

毕业生就业工作也促进了产
学合作教育基地的建设遥产学合作
教育发展袁迫切需要建立稳定的基

地遥 加强基地的建设袁是一项刻不
容缓艰巨的任务遥当时产学合作教
育基地的形成有两种形式袁一种是
学生通过家长遥 亲属自主联系袁二
是学院推荐的形式袁 形式不同袁效
果不一样袁质量也不一样袁我们在
毕业生就业的长期合作中袁同用人
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袁他们
不仅帮助我们解决学生的就业困
难袁同时袁在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建
设方面也给与学校大力支持袁特别
是三枪集团公司袁 汉森进出口公
司袁新联纺进出口公司袁服装进出
口公司等相继建立了基地遥每年都
接待我校的学生参加实习袁这些公
司领导高度重视袁从公司到基层单
位都有专人负责袁并根据学生专业
特点制定产学合作教育计划袁三枪
集团还把计划细化为三个阶段袁一

是市场调研袁 二是生产管理认识袁
三是认识实践总结袁 在整个过程
里袁都有带教老师热心指导遥 他们
严格要求袁严格管理袁学生的收获
很大遥在产学合作教育基地的建设
中袁 企业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袁
我曾写了题为叶产学合作教育基地
建设的思考曳文章袁并发表在全国
核心期刊叶教育发展研究曳袁至今袁
记忆犹新遥

学校的教育发展来之不易袁她
经历了 40年的艰苦奋斗袁 创新发
展袁 在纪念学校建立 40周年的日
子里袁我们感恩在学校的建设中倾
注辛勤劳动的离退休老同志袁同时
也感恩那些长期关心袁支持学校教
育工作的企业老同志袁其中也包含
了他们对我校教育发展的辛勤劳
动遥 为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点赞浴

建校四十周年书怀
朱雪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成立四十年了遥 作为一名退休教师要要要母校成
长发展的参与者尧见证者袁抚今追昔袁思绪万千袁倍感岁月荏苒袁沧桑巨
变遥 特赋七律一首袁以诗寄情袁诚挚祝愿母校生日快乐袁更上层楼遥

岁月沧桑四十年袁欢歌豪气满程园遥
云间泼墨宏图美袁海上扬帆众志坚遥
学子源源有梁栋袁良师矻矻亦甘甜遥
跻身名校征途远袁不懈登攀山外山遥

七律两首 贺建校四十周年
汤万庆

渊一冤
播雨耕云四十年袁菁华荟萃喜空前遥
开怀畅叙同窗谊袁剪烛细论治学篇遥
笑展春风桃李艳袁光摇红焰导师贤遥
齐心共筑中华梦袁砥砺扬鞭志更坚遥

渊二冤
学府忽闻鼓乐喧袁校庆喜迎振兴年遥
春风桃李花千树袁旭日虹霞艳满园遥
绘就宏图飞异彩袁继承传统谱新篇遥
鲲鹏万里青云展袁振翮扶摇上九天遥

练就火眼金睛 识破电信网络诈骗
编者按院近日袁公安部刑侦局公布了 48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其中袁使用电话的占 63.3%袁使用短信的占 14.8%袁使用网络的占 19.6%遥一人受骗袁全家受损遥老师们尧同学们袁

让我们做一个守护家人的行动派袁即日起袁我们将连续介绍一些识破骗计的方法袁帮助师生全面了解各种常见电信网络诈骗手法袁防范于未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