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2019 年“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

典型案例名单

序号 案例类别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1 创新创业 商科赋能·专创融合——校企协同培育双创人才实践与探索 安阳师范学院

2 创新创业 以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校企联动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构建与实践 北京智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创新创业 校企合作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4 创新创业 以挑战项目驱动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创业教育 电子科技大学

5 创新创业 基于油茶循环产业链构建的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培养 福建师范大学

6 创新创业 “哈尔滨工程大学-菲尼克斯电气”工业 4.0示范创新中心 哈尔滨工程大学

7 创新创业 “哈尔滨工业大学-伊顿公司”创新人才发展项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创新创业 高职院校“四融合、五递进”双创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科技合作开发 铝基可磨耗封严涂层的动态力学性能表征 北京理工大学

10 科技合作开发 个性化数字中国人校企合作项目 大连理工大学

11 科技合作开发 面向产业化的校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电子科技大学

12 科技合作开发 数字文化产业的“大媒体+”产教融合探索 电子科技大学

13 科技合作开发 猪重要传染病免疫防控技术及新型疫苗的创制与开发 南京农业大学

14 科技合作开发 深层海相页岩气高效开发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西南石油大学

15 科技合作开发 黄土高原大型露天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6 课程教材建设 基于 OBE的计算机辅助船舶制造慕课的课程建设 大连海事大学

17 课程教材建设 Intel产学合作——“智能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与应用”课程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

18 课程教材建设 企业工程训练营 华中科技大学

19 课程教材建设 飞行技术专业系列教材编著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 课堂教学改革 “新工科”背景下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课堂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21 课堂教学改革 新型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的开发与应用 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 课堂教学改革
财务管理课堂教学创新之线上+线下“混合式”的虚拟仿真专业

实践课建设
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

23 课堂教学改革 校企融合，共育“智慧物流”人才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案例类别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24 联合办学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航空领域专业人才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5 联合办学 校企深度融合“紫金模式”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教育改革与创新 福州大学

26 联合办学 区域产学研体系下电力能源领域校企联合办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华南理工大学

27 联合办学 打造校企协同发展共同体，一体化培养卓越农牧人才 华中农业大学

28 联合办学 新工科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创新模式 天津大学

29 联合办学 校企合作创办“菁英班”，知行合一培养卓越工程人才 西安交通大学

30 联合办学 长安汽车大学智能制造工程学院办学模式及成果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31 联合办学 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产业学院的创新与实践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师资队伍建设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发展智能平台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33 实践基地建设
新工科背景下信息类专业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平台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4 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科技大学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实践平台模式探索与应用 北京昊科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5 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日照双港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实践基地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

36 实践基地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大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大学生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37 实践基地建设 校企“双实践基地”贯通培养模式 电子科技大学

38 实践基地建设 东南大学-中兴通讯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计划 东南大学

39 实践基地建设 浙江大学——瑞芯微电子联合技术中心 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0 实践基地建设 能源动力类专业校企合作下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基地 哈尔滨工业大学

41 实践基地建设 合肥学院-科大讯飞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合肥学院

42 实践基地建设 衡阳师范学院跨境电商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基地 衡阳师范学院

43 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校企产教融合的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基地建设 华东理工大学

44 实践基地建设 数字媒体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探索与实践 黄淮学院

45 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材控实践基地建设 兰州理工大学

46 实践基地建设 多主体交叉协同共建共享大学生“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基地群 辽宁科技大学

47 实践基地建设 基于校企协同的化工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

48 实践基地建设 遥感创新人才协同培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49 实践基地建设 虚拟仿真技术在冶金工程专业实践基地建设中的应用 山东星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实践基地建设 产教融合，共筑口腔修复精英摇篮 汕头大学

51 实践基地建设 校企共建一流实训基地，引领工程教育改革，培养 IT卓越人才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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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践基地建设 “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3 实践基地建设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园发展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

54 实践基地建设 商科专业素质培养创新发展实训基地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 实践基地建设 国家大学生校外地质与勘探实践教育基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6 实验室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Parker Hannifin&华德液压“流体传动与控制”联

合实验室
北京理工大学

57 实验室建设 电子科大-德州仪器 DSP联合实验室 电子科技大学

58 实验室建设 工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9 实验室建设 哈工大-是德科技电工电子远程在线实验室建设 哈尔滨工业大学

60 实验室建设 常州大学阿里云大数据实验室 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1 实验室建设 产学研融合——机械安全标准化产学研示范基地建设 南京理工大学

62 实验室建设 校企共建滨海-中关村知行卓越创新实验室 天津科技大学

63 实验室建设
“校企合作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共赢未来”——海洋油气生产安

全工程学科校企共建平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64 专业建设 “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校企合作新模式 常州工学院

65 专业建设 俄速通-黑龙江大学数字贸易协同创新中心
黑龙江俄速通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责任公司

66 专业建设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校企融合共创一流通信工程专业建设 淮阴工学院

67 专业建设 校企合作推动空乘专业建设实践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

68 专业建设 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多层次培养模式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69 专业建设 健身休闲专业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实践
沈阳韦德伍斯体育健身有限公司

和平店

70 专业建设 客户服务岗位校企双元育人实践探索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71 专业建设 “交通+艺术”新工科统合设计实验班 重庆交通大学

72 其他 浙江大学-大唐移动宽带无线通信产学研用合作基地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73 其他 “RoboMaster”创新型人才校企协同培养计划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4 其他 校友邦实践教学平台构建及云基地建设 浙江校友邦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