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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跨学院、跨行业、跨产
业——电子科大“互联网+”复合型
精英人才培养计划 （以下简称“互联
网+”培养计划） 自2016年9月正式
发布以来，经过两年多探索，正在逐
步成为精英人才成长的“生态圈”。

“‘互联网+’时代最稀缺的资
源，就是复合型精英人才。”电子科
大校长曾勇表示，“这种复合并不是
简单的拼接，而是要顺应大类培养的
内在要求，推动学校人才培养实现根
本性变革。”

投石问路“新工科”：
以“互联网+”为抓手推进学

科交叉

电子科大是一所经过 60 多年发
展，完整覆盖整个电子类学科，以电
子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以工为主，
理工渗透，理、工、管、文、医协调
发展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互联
网+”培养计划是其精英人才培养计
划的重要内容，也是结合学科优势探
索“新工科”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

学校研究认为，“新工科”建设有
两个抓手：一方面，要面向关键共性技
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
领域积极谋划和加快设置某些新兴专
业；另一方面，要促进传统学科专业之
间的交叉融合，加强复合型工程人才
培养，探索工程教育的新模式。

2016 年 9 月 28 日，该校正式发
布了“互联网+”培养计划方案，整
合了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等 6 个学院
的学科优势与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物
联网工程等 6 个专业，实施“2+2”
和“双学位”培养模式。

该计划既纳入了物联网工程、智
能电网信息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等新兴工科专业，也纳入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等传统工科专业，横跨工
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四大学
科，整合了智慧物联等产业方向，使
学校的学科体现出了鲜明的“新工
科”特色。

“未来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需要
的是工程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且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

“互联网+”培养方案与课程建设工
作组组长、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院长
周世杰教授表示，“交叉与融合”既
是新工科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也是
复合型精英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着力打造“生态圈”：
按大类培养复合型精英人才

两年前，102 名学子成为“互联
网+”培养计划的“黄埔一期”学
员。那么，如何让“黄埔一期”成为
引领未来发展的精英人才呢？

培养方案与课程建设工作组认
为，“互联网+”时代的精英不仅需
要了解和掌握与互联网相关的核心技
术，还要具备互联网思维，通晓管
理、金融等多学科的知识，具有跨界
融合和集成创新能力。

为此，学校构建了“5个1”特色人
才培养体系，努力打造包含学术精英、
行业精英、创业精英相互融合的“精英
人才成长生态圈”。所谓“5个1”，即：
1 个必修课程平台，1 个专业选修模
块，1 个出国支持计划，1 个实践实训
环节，1个网络教育环境。

1 个必修课程平台包括与“互联
网+”相关的网络、通信、软件、数据、
商务、管理等基础课程。1 个专业选
修模块包括与“互联网+”制造、材料、
能源、金融、政务、教育、环境、电商等
方向相关的专业领域课程。

在“2+2”培养模式下，学生将
在前两年依托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集中完成“互联网+”核心基础知识
的学习，后两年以“专业方向学习+
课程选修+自主学习+出国游学”等
形式完成专业学习。

从大三开始，学生可以选择金融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物联网工程、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这 6 个专业

中的一个，毕业时可授予工学、理
学、管理学、经济学学士学位，符合
相关要求可授予双学士学位。

通 过 “5 个 1” 体 系 ，“ 互 联
网+”培养计划就把培养未来精英人
才的软硬资源、内外资源等统合起
来，形成了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完
整的人才培养生态体系。

校企携手促发展：
产业导向满足人才需求

校企携手打造的“1 个实践实训
环节”，不仅包括创新训练，也包括
创业训练和创业综合实践。在这里，
企业项目、企业导师、风投资金、企
业学术导师、高峰论坛、高端讲坛等

“软资源”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紧密结
合。2016 年 9 月，学校与 20 家企业
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到 2018 年 9
月，合作企业已超过70家。

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互联网+”创业训练实践借鉴美国
欧林工学院的经验，采用“项目驱
动 + 团 队 合 作 + 企 业 参 与 + 系 统 集
成”的模式，以学生团队为任务单
元，在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的共同指
导下，通过长达两年的创业训练与实
践，最终完成一个满足行业需求的可
运行的系统或产品设计与投融资方
案，成果形式为毕业设计或论文。

今年暑假，2016 级“互联网+”
复合培养实验班组成 20 支跨学院小
分队先后前往亚马逊、百度、华为、
腾讯等 10 家知名企业，开展了第一
阶段的创业训练实践。前往亚马逊的
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亚马逊云计算平台
的全球基础结构、各层设计思路以及
核心计算服务与联网，还认真学习
AWS 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组件等，独
立完成了“文档搜索机器人”“深度
学习模型”以及“基于 EKK 的日志
分析系统”等作品。

赴百度、华为、腾讯等企业的实
习小分队，都收获满满。2016级学生
陈思远在国外的一家创新创业公司公

司实习之后兴奋地说：“这家公司为了
改进一款商场购物车，竟组建了一个
来自生物学、心理学、软件工程师、土
木工程师等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
最终完美解决了问题。这不正是我们

‘互联网+’的跨界融合模式吗？”

“互联网+”创新创业：
走出精英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成
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优秀学子的兴趣。

来自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 级的
高浩俊本来是“管理—电子工程复合
培养实验班”的一员，但当“互联网+”
培养计划发布之后，他立即报名参
加。他认为，这个培养计划与创新创
业的紧密关系，很对自己的胃口，对未
来自主创业很有帮助。

目前，“互联网+”培养计划已
招收了三批学生共300多人。在过去
三年，这些同学都有了自己的成长和
收获。仅在出国 （境） 短期项目方

面，在“1 个出国支持计划”的支持
下 ， 2016 级 学 生 参 加 比 例 达 到
43.62%，其中，经济与管理学院高
达 68.42%；2017 级学生的参加比例
也达到了31.79%。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11 月，该
计划共有在校学生411人，获省部级
及 以 上 奖 项 74 项 ， 参 加 “ 互 联
网+”“创青春”“挑战杯”等科技创
新类竞赛获奖136人次⋯⋯

该校教务处处长黄廷祝表示，
“互联网+”培养计划是学校努力抓
住“电子信息+”发展机遇在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方面的探索实践之一，也
是学校探索“新工科”建设的重要举
措。此外，学校还实施了“电子信
息+经济管理”“电子信息+生命科
学”等一系列学科交叉复合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以及“互联网金融”

“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交叉复合
型专业或实验班，大力推进跨学科
课程建设和跨学科集成创新能力培
养项目建设。

跨界融合构建人才生态圈
——电子科大培养“互联网+”时代复合稀缺人才

通讯员 王晓刚 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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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视界

12 月 9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北师大智慧学习研究院承办，网龙华渔教
育、雅森国际协办的“第三届设计、计算
与创新思维培养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举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为大家
带来“设计——再‘格式化’的思维方法”主
旨报告，认为在现代社会设计需要颠覆性
的创新，设计是一个博弈的思维方式，人
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具有抽象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嘉强调“计算思
维不是学习枯燥的代码，而是数理逻辑思
维、创新意识、批判精神等优秀的思维品
质的培养，是成就未来精英的必修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熊璋为大家解
读了普通高中信息技术新课标中的计算思
维，明确了信息素养的四个维度：信息意
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以及信
息社会责任。

（曾海军 郐红艳）

设计、计算与创新思维
培养论坛举办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创新实验室分为成果展示区、炫酷体验区、头脑风暴区、
创新研发区、充电自学区等五大功能区。图为学生展示自己研发的机器人。

资料图片

12 月 11 日上午，由中国互联网新闻
中心 （中国网） 主办、中国网教育频道承
办的“扛历史使命、塑时代新人”第七届
中国教育家年会暨中国好教育盛典在北京
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以“新时代中
国教育改革开放新思想”为题作主旨报
告，他用精确的数据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
年教育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顾明远则关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这一主题，他表示，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只有教师强，教育才能强。他提出

“教师成长的五项修炼”，即意愿、锤炼、
学习、创新和收获。盛典向来自全国各地
的 20 位校长和 20 位老师颁发 2018 年度"
中国好校长"和"中国好教师"奖项，以激
励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同时对助力教育热
心公益项目以及民办教育中优秀企业及个
人予以表彰。 （曾瑞鑫）

第七届中国教育家年会
暨中国好教育盛典举行

一一、、中小学管理岗及骨干教师岗中小学管理岗及骨干教师岗

【【需求岗位需求岗位】】
11..双语学校校长双语学校校长//执行校长执行校长
22..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招生主任招生主任、、宣传主管宣传主管
33.. 双语双语//国际小学教师国际小学教师：：语文语文、、数学数学、、英语英语、、体育体育

（（游泳游泳、、足球足球））
44.. 双语初中教师双语初中教师：：语文语文、、数学数学、、英语英语、、物理物理、、化学化学、、

生物生物
55.. 国际高中教师国际高中教师：：语文语文、、数学数学、、英语英语、、科学科学 （（物理物理、、

化学化学、、生物生物）、）、艺术艺术、、经济经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
66..小语种教师小语种教师：：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法语、、韩语韩语、、日语日语
77..其他岗位其他岗位：：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网络管理员网络管理员

【【应聘要求应聘要求】】
11.. 双语学校校长双语学校校长//执行校长执行校长：：本科以上学历本科以上学历；；1515 年以年以

上工作经验上工作经验，，具备具备 55 年以上年以上 KK1212 学校全面管理经验学校全面管理经验；；擅长擅长
中小学或国际高中的筹建与管理中小学或国际高中的筹建与管理；；具备丰富的教育行业资具备丰富的教育行业资
源和人脉源和人脉；；在校长岗位上有突出的教学或管理业绩者优在校长岗位上有突出的教学或管理业绩者优
先先。。

22..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招生主任招生主任：：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具备55年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招生办主任需熟悉当地中小学及国际招生办主任需熟悉当地中小学及国际
高中招生政策高中招生政策。。

33.. 宣传主管宣传主管：：本科以上学历本科以上学历，，33 年以上记者年以上记者、、文案编文案编
辑辑、、策划工作经验策划工作经验；；有学校品牌宣传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学校品牌宣传工作经验者优先。。

44.. 县级以上名师县级以上名师：：5555 岁以下的特级教师岁以下的特级教师、、学科带头学科带头
人人、、骨干教师以及正高骨干教师以及正高、、副高级职称教师副高级职称教师。。

55..优秀教师优秀教师：：4545岁以下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地级市级地级市级
以上二等奖以上优质课获得者以上二等奖以上优质课获得者，，优秀班主任优秀班主任、、教坛新秀等教坛新秀等

称号获得者优先称号获得者优先；；具有专项特长者优先具有专项特长者优先；；应聘初中教师应聘初中教师
者者，，要求有一届以上初三带班经验且中考成绩优异要求有一届以上初三带班经验且中考成绩优异。。

66.. 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能力优秀英语能力优秀；；在在
校表现优异校表现优异、、有留学经历或海外背景者优先有留学经历或海外背景者优先。。

77.. 国际高中教师国际高中教师：：11 年以上年以上 IGCSE/A-LevelIGCSE/A-Level 课程教学课程教学
经验者优先经验者优先。。

88.. 英语教师英语教师：：取得专业八级取得专业八级//雅思雅思 66..55 分分//托福托福 100100 分以分以
上上；；应届生须取得硕士学位应届生须取得硕士学位。。

99.. 小语种教师小语种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应国家留学背有相应国家留学背
景优先景优先；；取得本专业语言等级考试中级以上证书取得本专业语言等级考试中级以上证书；；高中语高中语
言类课程任教经验言类课程任教经验 33 年及以上年及以上，，有一届以上高三带班经有一届以上高三带班经
验验；；普通话二乙以上普通话二乙以上、、英语六级以上英语六级以上。。

【【薪酬范围薪酬范围】】
11..校长校长//执行校长执行校长：：6060万—万—100100万元万元//年年
22..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招生主任招生主任：：1515万—万—3030万元万元//年年
33..宣传主管宣传主管：：1515万—万—2020万元万元//年年
44..县级以上名师县级以上名师：：2020万—万—3535万元万元//年年
55..优秀教师与小语种教师优秀教师与小语种教师：：1515万—万—2020万元万元//年年
66..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88万—万—1616万元万元//年年
77..国际高中教师国际高中教师：：2020万—万—3535万元万元//年年
88..海归人才海归人才：：2020万元万元//年以上年以上
99..特级教师特级教师、、正高正高、、副高级教师副高级教师，，薪酬面谈薪酬面谈

以上各岗位以上各岗位，，特别优秀者薪酬均可面谈特别优秀者薪酬均可面谈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海南海南

二二、、学前教育管理岗学前教育管理岗

【【需求岗位需求岗位】】

运营总监运营总监//区域总园长区域总园长、、学术总监学术总监、、运营经理运营经理 （（活动活动
策划策划、、师资培训师资培训、、危机公关及学术研发方向危机公关及学术研发方向）、）、精英园长精英园长

（（双语双语//国际园国际园））
【【应聘要求应聘要求】】
11..运营总监运营总监//区域总园长区域总园长：：1515年以上工作经验年以上工作经验，，33年以年以

上同等岗位经验上同等岗位经验，，学前教育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前教育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熟熟
悉幼教行业运行情况及法律法规悉幼教行业运行情况及法律法规；；

22.. 学术总监学术总监：：1515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以上工作经验，，33 年以上同等岗位年以上同等岗位
经验经验，，熟悉国际前沿教育理念熟悉国际前沿教育理念，，具备优秀的教学及课程研具备优秀的教学及课程研
发能力发能力；；

33.. 运营经理运营经理：：88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以上工作经验，，学前教育及相关专学前教育及相关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44.. 精英园长精英园长：：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33 年以上国际年以上国际//双语幼双语幼
儿园园长工作经历儿园园长工作经历，，创办或管理过省市区级一级一类或示创办或管理过省市区级一级一类或示
范幼儿园者优先范幼儿园者优先。。

【【薪酬范围薪酬范围】】
11..运营总监运营总监//区域总园长区域总园长、、学学术总监术总监：：3030万—万—5050万元万元//年年
22.. 精英园长精英园长：：双语园园长双语园园长 1515 万—万—2020 万元万元//年年；；国际园国际园

园长园长3030万—万—5050万元万元//年年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
广州广州、、郑州郑州、、昆明昆明、、长沙长沙、、武汉武汉、、南昌南昌、、福州福州、、西西

安安、、长春长春、、沈阳沈阳、、成都成都、、重庆等地重庆等地

三三、、素质教育管理岗素质教育管理岗

【【需求岗位需求岗位】】
运营经理运营经理、、教研经理教研经理、、市场策划经理市场策划经理、、早幼托及素早幼托及素

质教育中心主任质教育中心主任
【【应聘要求应聘要求】】
11..运营经理运营经理：：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55年以上连锁早幼托年以上连锁早幼托

及素质教育中心运营管理经验及素质教育中心运营管理经验；；
22..教研经理教研经理：：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5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验，，熟悉国际前沿教育理念熟悉国际前沿教育理念，，有丰富的教学及课程研发有丰富的教学及课程研发
能力能力，，具备研学经验者优先具备研学经验者优先；；

33.. 市场策划经理市场策划经理：：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及教市场营销及教
育类相关专业育类相关专业，，55 年以上教育机构市场策划年以上教育机构市场策划、、推广管理推广管理
经验经验；；

44..早幼托及素质教育中心主任早幼托及素质教育中心主任：：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55
年以上早幼托及素质教育中心主任经验年以上早幼托及素质教育中心主任经验。。

【【薪酬范围薪酬范围】】
1515万—万—3030万元万元//年年；；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
广州广州、、佛山佛山、、东莞东莞、、中山中山、、深圳深圳

四四、、薪酬福利薪酬福利

11..优越的薪酬机制优越的薪酬机制，，确保确保““多劳多得多劳多得、、优劳多得优劳多得””；；
22.. 完善的福利体系完善的福利体系，，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子女入读优惠子女入读优惠、、内部内部

购房优惠购房优惠、、带薪年假带薪年假//寒暑假寒暑假、、年度体检年度体检、、雅居乐互助基雅居乐互助基
金金、、教职工宿舍教职工宿舍 （（如所在项目无宿舍如所在项目无宿舍，，则提供住房补则提供住房补
贴贴）、）、通信及车辆补贴通信及车辆补贴，，骨干人才可享受探亲福利等骨干人才可享受探亲福利等。。

五五、、应聘方式应聘方式

【【投递方式投递方式】】
请将本人简历请将本人简历、、各类证件和荣誉证书的复印件各类证件和荣誉证书的复印件、、近期近期

全身生活彩照等资料打包全身生活彩照等资料打包，，命名为命名为““姓名姓名++应聘职位应聘职位””并并
发送至邮箱发送至邮箱 hr.edu@agile.com.cnhr.edu@agile.com.cn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20020－－8883984888839848
地址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2626号雅居乐中心号雅居乐中心77FF
了解更多公司详情了解更多公司详情
请登录雅居乐教育集团官网请登录雅居乐教育集团官网http://www.agile-edu.cn/http://www.agile-edu.cn/
手机端官网登录手机端官网登录m.agile-edu.cnm.agile-edu.cn
也可扫描二维码关注雅居乐教育集团微信公众号也可扫描二维码关注雅居乐教育集团微信公众号，，了了

解我们的更新动态解我们的更新动态。。

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未来因你而变
雅居乐教育集团高薪诚聘全国雅居乐教育集团高薪诚聘全国管理精英及骨干教师管理精英及骨干教师

雅居乐教育集团是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民办教育集团及教育科技服务集团雅居乐教育集团是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民办教育集团及教育科技服务集团，，20052005 年起进军教育产业年起进军教育产业，，已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已构建起从学前教育、、
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国际教育国际教育、、高等教育到培训教育的全学龄教育平台高等教育到培训教育的全学龄教育平台，，在全国在全国 1818 个省份个省份、、4343 个重点城市个重点城市，，开办运营及服务各类办学园开办运营及服务各类办学园

（（校校）） 超百所超百所。。
雅居乐教育集团致力于成为中国精英教育专家雅居乐教育集团致力于成为中国精英教育专家，，秉承秉承““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乐教乐学乐教乐学、、德智共进德智共进、、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旨在培养旨在培养

具备国际视野具备国际视野、、中国梦想的精英人才中国梦想的精英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

··招聘信息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