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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英国合作院校代表团来访我校

近日，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及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代表团先后来访我校，商讨交流合作事宜。

12月 9日，纽卡斯尔大学的国际学术类地区招生指导 Robert Anderson博士

和国际项目工作处 Dave Eason先生来访我校。Robert Anderson带来了一堂精彩

的应用经济学课，并对“2+2”及“4+1”合作项目做了详细的介绍。Dave Eason

对纽卡斯尔大学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展示。

宣讲会后，对外交流与合作团队与来宾进一步交流，双方均同意未来两校将

深化现有的合作项目，并进一步探索更多合作的可能。

11月 27日，思克莱德大学商学院国际副院长 Professor Ian Wooton和中国项

目工作处 Rona Furnivall女士来访我校，对外交流与合作部团队热情接待了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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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目前两校的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一致同意将进一步稳固并深化两校之间

的合作。

会谈过后，两位来宾为我校学子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宣讲，着重介绍了两校目

前的合作项目，包括“2+2”“3+1”及“4+1”项目。除此之外，两位来宾现场

为我校学子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并当场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发放了有条

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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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人大代表团来访我校

12月 5日上午，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熊衍轼带领思明区滨

海街道人大代表团来我校调研交流。



6 / 39

党委书记林辉，副院长戴一峰、鲁同安、洪永强和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

长郭一晶、音乐系副主任廖瑞洁（思明区人大代表）、实习与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叶志筑、校企合作创新平台服务办公室主任张媚、团委副书记李三伟等接待了代

表团一行。

来宾首先参观了办学成果展，了解我校的办学情况及成果。



7 / 39

随后，在主楼群 3号楼 709会议室，双方进行了座谈。戴一峰副院长代表学

校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从坚定不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到位服务

与严格管理并举，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规范与创新并举等方面介绍了我

校的办学理念、组织文化和办学成就。

叶志筑和张媚介绍了我校毕业生在思明区的就业创业情况、我校与思明区有

关企事业单位共建实习基地的情况，及校企合作创新平台建设的情况。

双方就招生、就业、校企合作、专业建设、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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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之后，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图书馆以及汉嘉设计创新研究中心、普瑞

特先进打印技术创新实验室等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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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名企直通车”：参观厦门日报社 探寻媒体融合先进做法

11 月 27 日，在传媒中心主任彭欢、实习与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叶志筑的带领

下，我校第九期“名企直通车”发车。传媒中心、实习与就业服务中心、大学生

新闻社、学生就业创业促进会的 43 名师生前往厦门日报社，与报社采编人员交

流互动，实地感受新闻人真实的工作状态，探寻厦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先进做

法。

师生一行参观了厦门日报编辑中心。编辑中心副主任何清平引领师生们进一

步了解厦门日报的办刊特色。厦门日报编辑苏威全还在编辑机前演示编排流程。

“这个版面太霸气了！”在这里，师生们不仅看到了《厦门日报》有史以来“最

长”的报纸，也摸到了“最厚”的特刊——112 版的“长风万里”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纪念金版，还在与资深编辑的互动中，学到了不少关于采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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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日报新媒体中心副主任蔡萍萍的带领下，师生参观了新媒体中心，了

解了“中央厨房式”融媒体采编流程，听“机器人”播报新闻，刷“潮前智媒”

APP 热词，还走进了录音棚、演播室体验当主播的感觉。

在座谈会上，厦门日报总编办、编辑中心和新媒体中心的专业人士与师生们

进行了交流。师生们积极提问，小至新闻采写、大至媒体转型，并同厦门日报社

采编人员共同探讨媒体融合之路。何清平建议有意向从事新闻行业的学子：“多

用脑力想新闻的着重点，用脚力多走寻找新闻点，用眼力发现新闻的多个角度。”

苏威强鼓励大家：“采访无需太多专业知识，不要局限于固有的思想，要多角度

感受新闻，时刻保持对新闻的好奇心。”蔡萍萍表示，融媒体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建议大家要多了解微信公众号的操作流程，关注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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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厦门日报还为每位师生送上《新媒体环境下厦门社会居民新

闻接收习惯调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厦门市委宣传部指导，厦门日报社新

媒体报数调查中心策划执行的一项课题。

“新闻人虽然辛苦，但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我所向往的。”“厦门日报社

的融媒体中心真的厉害了！”“太受用了，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媒体之路。”……

通过此次的名企直通车活动，师生们丰富了对传媒行业的认知，并进一步开拓了

校内宣传工作的新思路。对于不少有意愿从事传媒工作的学生来说，这次活动更

让他们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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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厦门焕金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有限公司顺利

签约共建教学实习基地

2019年 12月 5日上午 9点 30分，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厦门焕金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焕金公司）校企合作暨教学实习基地签约仪式

在生化 C#416隆重举行。莅临本次签约仪式的嘉宾有焕金公司董事长郭达伟先

生、厂长冯振先生、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卢昌义教授、金亮老师以及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师生代表们。

签约会现场

签约仪式上，卢昌义院长和师生代表们对郭达伟先生和冯振先生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首先由金亮老师对环境学院的建立过程、实验室资源、师资和学生培

养方案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提出环境学院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帮助企业环保项目进行技术改造的学生，表达了环境学院与焕金公司合作的诚意。

随后，卢昌义院长就合作内容进行发言。卢院长表示焕金公司目前所投入的

建筑垃圾处置的研究与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重点“水气声渣”中的“渣”（即

固体废物处理）十分吻合，相信这也将会是环境学院学生到焕金公司实习的主要

方向和校企双方进行合作的重点。卢院长更是提出希望我院的学生们能在焕金公

司实践知识，发挥所学，同时也期待并欢迎焕金公司代表能够到我校进行交流和

分享。卢院长希望环境学院可以与焕金公司各取所长，共同实现校企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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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昌义院长发言

焕金公司董事长郭达伟先生提出，当前社会推崇循环经济和资源间的循环利

用，焕金公司有资金但在技术方面缺少科研知识的支持，但他相信通过与环境学

院共同建立教学实习基地，以上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随后双方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广阔发展前景展开了更深入的交流，双方达成共

识。交流结束后，卢昌义院长与郭达伟先生签署了校企合作暨教学实习基地共建

协议，简单握手表示此次友好合作关系的正式展开。签约结束后，卢昌义院长与

郭达伟先生为基地揭牌。

卢昌义院长与郭达伟先生签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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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通过本次签约仪式，环境学院与焕金公司对彼此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希望通过焕金公司教学实习基地的建立可以进一步促进我院学生的实习和就业

工作，也祝愿焕金公司可以更好地实现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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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齐力、校地共建、弘扬宪法精神 我校举办“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漳州开发区“宪法宣传周”的开展要求，从而推动我校师生深入学习宣传宪

法，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法学院联合学工部、团委开展以“弘扬宪法

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包括“宪法晨读”、

校内外普法宣传、漳州开发区普法宣传员聘书颁发仪式等。

在场师生齐声朗读宪法部分条款内容

12 月 4 日早上 7:30，“宪法晨读”活动在嘉庚广场举行。嘉庚学院党委副书

记王洁松和法学院师生参加了活动。

在升旗仪式后，“宪法晨读”活动正式开始。在场百余名师生齐声朗读宪法

部分条款内容。

在总结讲话中，王洁松对法学院在立德树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举办“宪法晨读”活动，旨在推动我校师生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尊严，树立宪法权威。

法学专业 2018 级学子黄卓衡是本次“宪法晨读”的领读者。他说这是一项

既光荣又有意义的任务，当自己手持神圣宪法、口颂严谨条文时，内心无限自豪。

他表示，在今后的学习生涯中，他将更加笃定信念，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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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1:00，校内普法宣传活动在学校南、北、中区各广场举行。

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向来往的

师生分发国家宪法日宣传单、摆放图文并茂的宪法知识展板、开展“法律对碰”

“你问我答”“飞向法治”等多种法律知识游戏，从而引导嘉庚学子学法、守法、

用法，弘扬宪法权威。

嘉庚学院党委书记林辉出席活动，并与在场的师生亲切交流。

2018 级学子林仪姿说：“这次的普法宣传活动很有创意，也很有意义。在活

泼开放的游戏氛围下，我们轻松地学到了很多平时看起来比较严肃的法律知识。”

为加强校地合作，更好地发挥青年大学生普法志愿者作用，法学院与漳州开

发区综治办（法制办）积极合作，面向嘉庚学院在校学生招募普法宣传员，成立

法律志愿服务队，为开发区群众提供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引导开发区群众学法、

尊法、守法、用法，为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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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6:00，漳州开发区普法宣传员聘书颁发仪式在至善广场（图书馆前）

举行，漳州开发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陈靖华、漳州开发区法制办副主任陈少志、

漳州开发区党委依法治区办肖立楠和嘉庚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洁松、法学院教师代

表出席仪式。

陈靖华和王洁松共同为漳州开发区普法宣传员颁发聘书，随后，26 名普法

宣传员进行宣誓：以志愿奉献之心，行关怀互助之事，发挥青年作用，宣传法律

知识，助力依法治区，弘扬法治精神。

当天，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协助漳州开发区政法委进行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

活动，在漳州开发区大径等多个社区，通过播放宪法相关纪录、向市民发放宪法

宣传单，推进“宪法进社区、普法入人心”，积极营造学习宪法、宣传宪法的浓

厚氛围。

此外，在“宪法宣传周”，法学院联合厦门市鹭江司法所，前往厦门开禾小

学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街头采访的形式普及宪法知识。

作为本次“宪法宣传”的主要学生负责人之一，法学专业 2017 级学子林欣

薇表示：“今年的‘12•4 宪法日’我们不仅在校内进行普法宣传，更将宪法精神

带入小学，深入社区，努力让宪法和法治的种子在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人心里深植。

在一次次的普法宣传活动中，我们更能以所知普及法律，以所学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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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带队走访泉州企事业单位

11 月 13 日，副院长刘暾东一行前往泉州，走访了两家研究院、两个园区、

一家协会和三家公司，洽谈建设机器人工程专业实习基地事宜。同行的有实习与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叶志筑、校企合作创新平台服务办公室主任张媚、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副院长郭一晶、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动化教研室主任、机器人工程教

研室副主任周牡丹以及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尤晓萍。

泉州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是走访的第一站。研究院副院长王平江接

待了我校一行，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和我校讨论了建设实习基地的思路。

福建（泉州）哈工大工程技术研究院也是我校此行拜访的单位之一。该院常务副

院长蔡宇祥表示，研究院欢迎嘉庚学院的学子来参观实习，也乐于向学校输送研

究院师资及相关企业家到学校授课。在泉州市装备制造业协会，我校一行详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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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协会的业务模块。协会秘书长张跃良表示，协会乐于促成学校和协会企业成

员单位之间的合作。在华创园，我校一行参观了众创空间和人才公寓，了解了入

驻政策和人才港湾计划。我校 2015 届会计与金融学院校友赵杵樱创立的创享蓝

途公司即入驻在该创业园。此行最后一站是福建省华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该公

司是福建省最大的硫化鞋生产企业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硫化鞋智能生产线。公

司董事长黄劲煌表示，智能生产线工程师是行业急需的人才，缺口大，希望学校

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能和产业需求结合的更紧密一些，同时也非常欢迎嘉庚

学院的学子来公司参观和产线实习。

此外，我校一行还参观了泉州软件园、泉州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福建省润

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共建实习基地、企业人才招聘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实习与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叶志筑在参观结束后表示，从人才需求端观测人才

培养，给学校人才出口部门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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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我校学生的就业质量。实习与就业服务中心将联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和相关的校企合作创新平台，探讨机器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方案，

共同为新专业的建设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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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合作！法学院教学实习基地设立“英合奖学金”

11 月 7 日下午，“英合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我校主楼群 1号楼一楼会议室

举行。法学院教学实习基地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在法学院设立了“英合奖学金”。

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咏晖（右）

捐赠仪式上，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咏晖介绍了该律所的概况及发展历

程。该律所是厦门成立最早的律所，组织架构为“五大部门＋青年律师会”，“合

作、传承、快乐”是其文化理念。陈咏晖表示，自该律所成为我校实习基地以来，

汇集了一批批法学院优秀的青年才俊。因此，他希望通过“英合奖学金”的设立，

能够更好地实现校企共建，为学生实践、就业提供岗位和机会，也欢迎更多的嘉

庚学子毕业后到英合律师事务所实现人生梦想。谈到“英合奖学金”的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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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除了奖励成绩优秀的学子外，也应该设置面向进步巨大、富有上进心的

学子的奖项，以鼓励法学院学生精益求精、不懈努力。

法学院副院长侯莎（左）和我校校友会秘书长叶志筑（右）

法学院副院长侯莎对英合律师事务所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回“嘉”

参加仪式的英合供职校友表示热烈欢迎。她向大家介绍了法学院的教育理念，强

调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是法学院多年来坚持的重要理念和目标。她希望加强与

该律所的交流合作，通过传播优秀校友事迹、开展专业讲座等活动，搭建校友与

在校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平台，以此凝聚榜样力量，引领学生成长。

我校校友会秘书长叶志筑指出：在我校今年的秋季招聘会中，校友企业和校

友所在单位占了很大一部分。校友企业及校友所在单位回校设立奖学金是对我校

教学成果的一种极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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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举行了奖学金捐赠签约仪式，英合律师事务所为法学院捐赠三万元人民

币，作为奖学金。侯莎为陈咏晖颁发了捐赠证书。

“英合奖学金”不仅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体现，还是校友对母校的一种回馈，

它将鼓励嘉庚学子勇往直前、不断前行。侯莎表示，法学院将利用好这个契机，

按照协议要求，使“英合奖学金”的评定公平公正公开，以发挥最大化作用。

最后，双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合作培养实践型人才长远计划的相关讨论，

希望双方在学生培养、校外实训基地等方面的合作更加深入、更加多元。双方在

毕业生实习、就业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

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琨晖（法学院校友），执业律师林翠婷（法

学院校友）、刘岩（法学院校友）、徐源山（法学院校友），律师助理施文君（法

学院校友），品宣行政专员陈诗婉（法学院校友）和我校校友会副秘书长王协，

法学院法学专业主任姜宇、专任教师陈雪琴、行政秘书兼辅导员崔宗雷、办公室

秘书杨伦桂等也参加了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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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海拉公司 机电工程学院又添一教学实习基地

近日，机电工程学院组织部分师生，赴海拉（厦门）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拉公司”）举行教学实习基地挂牌仪式。

在致辞中，海拉公司总经理 Mary Anne 介绍了海拉公司的概况。海拉（厦门）

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是德国海拉集团控股的公司，专业致力于汽车继电器的开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业务，产品出口欧美地区，主要面向大众、宝马、奔驰、福特、

通用及克莱斯勒等世界知名的汽车制造商。她表示，自从 1899 年生产第一个汽

车灯具以来，德国海拉已经有 120 年的历史。在德国海拉成立 120 周年之际，海

拉（厦门）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和机电工程学院的合作显得更有意义。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方亮介绍了机电工程学院的专业特色和在人才培养方面

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机电工程学院的各专业和海拉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关，双方

具备紧密合作的条件。他还介绍了和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的合作经验，提出

将大学生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打通的做法，希望海拉公司能以此模式组

织学子实习和参与学子的毕业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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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挂牌仪式后。机电工程学院学子参加了实习安全培训。之后，师生分两批

参观了无尘汽车继电器自动生产线。

在座谈会上，学子们就参观过程中的疑惑及创业、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和海

拉公司方面交流。对此，海拉公司生产经理陈阿德一一进行了解答。此外，在该

公司工作的校友刘玥，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职场体会。她表示，在外企工作，

较高的英语水平对工作有所帮助，建议学弟学妹们学好英语，积极参加学校的各

项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对于工作的选择，她认为薪资的高低不是最重要

的因素，大家在求职时应重点考察企业能否提供个人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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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访人文与传播学院进行合作交流

10 月 30 日下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实习基地——厦门市影

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剧组服务部副总监陈建评及工作人员黄阿真来我院参

观交流。人文与传播学院专任教师邓葳、陈露、王中佾、郭晓清、汤逢兴参与此

次交流。

参访嘉宾从六楼依次下行，参观了我院丹溪映画文化产业创新中心、517 电

影厅、新闻演播厅、剪辑实验室、MIXAR-虚拟现实与媒体艺术实验室等，在我院

院长助理邓葳老师的带领讲解下对我院各项教学设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陈建评副总监对我院的硬件设施和文化学习氛围表示十分赞赏，并对我院学

生能力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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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实习基地目前达到近 40 家，近年来，我院积极与一些优秀的单位企业

寻求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2016 年开始，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成为我院实践基地，双方期望，未来能够拥有更多的合作，为我院学生提供

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

人文与传播学院通过十年来的不断发展，不断加强校内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积极开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不断拓展实习单位的广度，在学生实践方面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最大程度的让学生们有机会去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学习，而未

来也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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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学院一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获批

10 月 21 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与北京盛培天泽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致力于教育领域个性化人

才综合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和立体化教育模式的改革，着力培养适应产业、企

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最终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的合作共赢。

该项目由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方亮教授主持，项目成员有曲立杰老师、尤晓萍

老师、王巧兰老师和赖怡宏老师。学院将以现有学校教学模式为基础，力求结合

互联网平台完成线上与线下互动、师生互动、校企互动的全方位立体教学模式，

构建面向不同对象适宜不同层次教学要求的以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

的开放实践课程体系。该项目将服务于机电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实验、

开放实验课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科技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环节，促进

实践课程体系与创新人才训练模式互动发展。

北京盛培天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创立于 2015 年，是

一家专业从事 3D 打印应用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旗下网站载物网致力于保护

版权的 3D 打印模型在线交易。2016 年，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创立的网站载物网和

在线课程“互联网+3D 打印创新实践”及课程教学软件 Cofounder，获得了千万

级投资。该公司在全国高校内积极推广开展“互联网+3D 打印创新实践”在线课

程教育，支持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综合改革，获得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发的

2016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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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山大学林惠民教授一行来我校交流

10 月 18 日，台湾中山大学林惠民、陈遵立及李明逵三位教授到我校作学术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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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上午的学术座谈会上，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夏靖波，机电工程学

院院长方亮、副院长林育兹，教师代表，校科研工作部部长谢清琳，校企合作创

新平台服务办公室职员陈惠萍和林惠民教授一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谢清琳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我校在人才培养、学科竞赛、国

际化办学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夏靖波、方亮分别介绍了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和机

电工程学院的发展历程、办学成果、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情况。林

育兹表达了借鉴台湾地区高校先进教育理念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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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民介绍了个人的研究经历，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服务经历，讲述了

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李明逵的研究主要涉及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等。他

还介绍了自己在集美大学参与实验室建设的情况。陈遵立以一部影片切入，介绍

了他从事的直接并网型励磁式同步发电机风力发电系统的研究。他还分享了创新

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

会后，林惠民教授一行参观了我校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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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子赴陆海环保参加实习与实践活动

10 月 12 日，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6 级全体学子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助理周亮，教师王鸿辉、马嫱、李莹的带领下，赴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陆海环保”）参加实习与实践活动。

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本次活动围绕生活废塑料、复合包装材料、废杂木回收

利用及废水处理四个方面展开，让学子通过对其来源、种类，资源化利用工艺流

程、应用领域等方面的学习与实践，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环境评价学》《固体废

物处理与处置》等课程的知识水平及相关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

据带队教师王鸿辉介绍，本次实习与实践活动是课程《环境影响评价实习》

和《生产实习》中“污染型建设项目”“固废资源化利用”及“工业废水处理”

等内容的现场教学部分。其目的是希望学子们通过参观企业的生产运行状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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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塑料、纸张、利乐包等可回收垃圾的资源化工艺流程，生产设备以及工业废水

处理的相关工艺；在真实生产环境中，熟悉相关领域的工作场景，为未来的实习

与就业，奠定坚实有力的基础。

在出发前，王鸿辉就相关活动安排、注意事项做了说明，并特别对安全问题

做了强调。参观实践前，陆海环保公司领导于会议室欢迎我校师生的到来，副总

经理王智峰从全球环境问题、国内环保现状、厦漳垃圾分类落地等方面，由点到

面，结合互联网热点及自身深耕环保行业的经验，分享了整个环保行业的发展趋

势。他还阐述了公司运营模式、技术水平、用人理念，勉励学子要吃苦耐劳，不

断学习，甘于为环保事业奉献。他表示，欢迎学子们选择去陆海环保实习与工作。

回收运营中心总经理刘志刚，主讲了生产工艺流程，带领学生们了解可利用

资源的“前世今生”——前端回收物、破碎料、颗粒/纸浆、再生产品。人力资

源主管温婷结合宣传片，对企业文化、发展理念、固废资源化的技术及其应用做

了介绍。

在随后的参观实践中，多位车间主管及相关负责人员带领师生参观再生处理

车间。其中，产研合作经理陈丽丽介绍了生活废塑料、复合包装材料、建材垃圾

的情况。安环科科长沈华强主讲了污水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并对其中的工艺流

程和生产的产品做了解读和介绍。

参观结束后，在座谈会上，陆海环保方面结合行业情况，解答了学子们提出

的“企业发展前景和优势”“塑料资源化利用中的技术性问题”“垃圾分类”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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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参加实习工作的 2016 级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子钱力嘉表示：“通过

这次实习课程学习，我进一步消化和巩固了《环境评价学》与《固体废物处理与

处置》的理论知识。通过参观生产企业，我加深了对行业相关生产、运行等多方

面的了解。”他表示，接下来将会运用好所学知识，做好自己的第一份实习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自主自觉地培养专业敏感性，增强自己的专业竞争力。”带

队教师马嫱则希望学子们通过实习和实践，增强专业敏感性的意识，拥有灵敏的

嗅觉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专业、能力、环境等各方面有着全面的认识，展现出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她表示，无论以后大家在哪里实习或者就业，都应该始终保持

专业敏感性，用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

据悉，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城市可回收

固体废弃物综合运营服务，范围包括回收运营系统、再生加工利用系统、循环商

务系统、研发系统，助力“无废城市”发展。7月 12 日，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与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建教学实习基地的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陆海环保公司在固体废物处理和利用工艺方

面的优势和平台，将有助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相关课程的

教学以及学子实习等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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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考察团前往中软国际有限公司（厦门）调研

10 月 12 日，由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夏靖波，副院长

刘宝林、郭一晶及各教研室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校企合作单位中软国

际有限公司（厦门）考察调研。

中软国际（厦门）总经理吴章勇、中软国际教育集团总部人工智能教学产品

事业部总经理庞迪、人工智能研究院产品解决方案总经理李剑锋等公司高管热情

接待了夏靖波一行。双方进一步商洽了全面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等事宜。

夏靖波对中软国际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谢。他介绍了该学院的基本情况以及各

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情况。他强调，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在发展中十分重视与社会

和企业的沟通、联系，希望能通过深度合作，促进产教融合，既为企业培养优秀

人才，也为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他表示，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见

习、实习工作有了根本保障，教育教学质量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吴章勇介绍了公司的发展概况，并表示公司在校企合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和成功案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可以为高校带来实战项目，为学校培养社会

真正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学校也可以借助企业平台，培养青年讲师承接项目，完

善教学模式，丰富教学资源，达到合作共赢。

李剑锋展示了公司校企合作的成功案例。

与会人员就项目申报、实验室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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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靖波一行还实地考察了中软国际（厦门）的培训基地，详细了解基地建设

情况、产教融合成果、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情况。双方在就业、培训鉴定和合作

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6部门近日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

点实施方案》，提出将通过 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 50 个左右产教融合

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

业，在全国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

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福建是方案公布的首批试点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省

市之一。对于企业和高校来说，合作空间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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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一校！我校与台湾艺术大学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新学年，在迎来新的一批“嘉”人的同时，我校也迎来了一所新的合作院校

——台湾艺术大学。这是第六所与我校建立合作关系的优质台湾院校。换言之，

嘉庚学子有机会前往台湾艺术大学进行深入交流学习。

台湾艺术大学成立于 1955 年，位于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浮洲地区，是台湾地

区历史最悠久、学科结构最均衡的艺术高等学府，也是近代台湾艺术教育的重镇。

2019 年 6 月，两校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正式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我校与台湾艺术大学的合作项目为一学期交流项目。该校为我校提供

每学期最多 2名免费交换生名额及若干自费交流生名额。有意向的学子可根据自

己的专业背景，前往对外交流与合作部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在合作项目开放报名

后即可前往我校各院系对外联络教师处咨询并获取报名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除台湾艺术大学外，我校还与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央大学、

台湾铭传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台湾海洋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已

有 241 名学子赴台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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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机电工程学院新增一处教学实习基地

我校机电工程学院迎来第 35 家教学实习基地。近日，该学院师生代表赴厦

门今起电子有限公司参加了教学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及座谈会。

厦门今起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由毕业于我校测控专业的

校友许泽孝任总经理。该公司主要经营手机、电话机的扬声器、受话器、电子电

声等零配件。

在座谈会上，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方亮提出将大学生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论

文）打通的新理念，他认为，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改变（教学与企业联系较少）这一情况。”

据介绍，机电工程学院今年与企业密切关联的毕业设计题目增至 22 项，这

意味着将有 22 名学生深入企业，进行毕业实习+设计相结合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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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仪式后，师生还一起参观了该公司的生产线，对手机扬声器的生产全过

程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同学们都写了心得体会，甚感收获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