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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及过程

作为深化落实“科技创新新昌模
式”的重要举措与组成部分，浙江理
工大学立足自身“实践育人”的传统
与优势，秉承以“办人民满意和行业
需要的高等教育”为宗旨，以行业需
求为导向，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践行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把科研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事业中”的科学理念，针对
我国当下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面临的一些挑战，通过吸收国内外
工程实践教育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契
合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精神、满足新
时代“中国制造”需要的高层次创新
创造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国内领
先的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模式改革示范
点，探索出一条崭新的“新昌大道”。

建设内容及举措

（1） 抓好顶层设计，打造“培养
前置、企业出题、学生解题、政府部
门助题”培养新机制

坚持立德树人，坚持需求导向，
以学科群对接产业集群，将工程类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前置到企
业，与新昌县政府部门合作，成立浙
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探索政府部门、企业、学校三位
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机制。一是企业出
题。将产业共性问题、企业技术难题
作为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促成企
业技术需求与研究生课题研究的有效
对接。二是学生解题。研究生的培养
过程完全前置到企业，根据企业产业
需求主动申请课题，作为课题负责
人，入驻新昌企业，寻求解题方案，
把实验室搬到企业、把论文写在产品
上。三是政府部门助题。2015年，新
昌县政府部门拨款1000万元，并提供
1万平方米场所，供学校成立“新昌
技术创新研究院”，形成面向区域经济
的校地共建、开展成果转化和技术服
务的产学研创新平台；2017年研究院
获批国家专业研究生新昌联合培养基
地，新昌县政府部门在原有基础上，
每年投入200万元作为运行经费，并
给在院研究生提供年均1.5万元的特别
奖学金。作为一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新模式，浙江省教育部门对该模
式予以充分的支持，2018年起，以单
列因素对研究生招生名额进行分配，
研究生招生名额从最初的每年30人，

稳步上升到现在的每年60人。
（2） 坚持实践引领，创新“工程

导向、‘双师’掌舵、项目保障”培养
新方法

一是优化培养方案。充分发挥行
业和专业组织在培养标准制定、教学
改革等方面的指导作用，大幅度提升
专业实践在培养方案中的比重，聘请
行（企）业专家教授课程，构建课内
外、校内外、虚拟现实“三结合”的
培养方案以及高校科研创新、企业
工程实践、基地创新与创业、政府
部门成果推广“四平台”支撑架
构。二是推行双导师制。学校导师
把握关键技术攻关方向，企业导师
指导技术工艺、把关项目质量与进
度。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确定
研究选题、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打
造创新创业相融、理论实践互补、
横向纵向贯通、基础和应用并重的
双导师机制。三是实行人才培养项
目制。基于产业需求设计项目，一
组研究生对接一个企业，一个研究
生攻关一项技术难题，研究生参与
项目研究实现全覆盖；依托项目开
展教学，通过案例分析、现场研究、
模拟训练等方式动态传授知识，真刀
真枪真练，实战实用实效。

（3） 推进评价改革，制定“改进
结果、强化过程、提质增效”评价新
标准

一是改革学位论文评价。强化学
位论文的应用价值导向，针对工程类
学位论文形式较单一、不利于引导面
向工程实际问题开展研究的情况，学
校制定“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
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产品研
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或项
目管理、调研报告等五种工程硕士学
位论文形式要求和评价指标。二是改
革学位授予评价。不以论文和专利作
为学位授予的唯一要求，推行行业专
家认定机制，探索将研究生主导完成
的技术改造、工程设计、产品开发、
专利等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成果
条件。三是改革培养环节评价。探索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介入”式研究
生评价机制，引入行（企）业专家参
与到研究生的各个培养环节的评价考
核，将企业对课题进展、取得成果的
评价作为考核研究生的重要依据，推
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相应职业资
格紧密衔接。四是改革导师考核评
价。深化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
改革，设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系列，
并单列成组、单独评审、单列指标。

建立考核评价等效机制，教师岗位职
责考核横向项目与纵向项目等效评价。

建设成效

“新昌模式”构建了专业、企业和
行业“三业融通”的协同育人新格
局，取得了政府部门、学校、导师、
企业、研究生五方共赢的成效，具体
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产生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2021年，工程类研究生全部就业，用
人单位对学校应届毕业生综合评价优
秀和良好的比例为96%。学生入驻浙
江日发、远信、本发的研究生团队，
分别攻克了企业针织机械互联互通、
印染热定型机节能降耗和复合材料三

维编织等行业共性技术难题，自评选
以来连续获得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
优秀实践成果。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
参与的1项成果获得2020年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联合培养基地导师获评
2019年全国优秀教师、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一等奖。

二是产生了可推广的示范效应。
学校新昌模式先后在上虞、瓯海、桐
乡、绍兴、湖州等地推广落地，联合
建成培养基地20个。省内外高校多
次到学校调研改革经验，纷纷借鉴复
制。2017年，新昌联合培养基地入选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
养示范基地，国家教育部门专门在新
昌召开“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现场会，并给予了充分肯
定。

三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联
合培养基地对师生与社会资源产生集
聚效应。新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和育
人模式改革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性批
示。兰溪联合培养基地、新多集团联
合培养基地研究生入驻企业，围绕产
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改造，分别被多
家媒体进行专题报道。

（向忠 胡旭东 崔灿 武传宇）

构建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昌模式”
——浙江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育人侧记

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历程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引领科技创新 助推“双高”建设
2021年 3月 1日，重庆市科协公

布了2020年度科协工作考核结果，重
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协荣获年度考
核“特等奖”，全市国办高校中仅此一
所高职学院科协获此殊荣。成绩的背
后凝聚着学院科协人的智慧心血，也
体现了学校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工
作作风与服务推动学校“双高”建设
的职责担当。

加强组织建设，弘扬科学精神

学校科协主动加强组织建设，完
善科协运行机制。引领会员加强政治
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市科技部门、市
科协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
会议，始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在完善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科学技术协会章程》 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学校科协“科技工作者之
家”的作用，积极扩充组织力量。
2020 年，从学校引进博士人才中吸
纳会员 10 名，鼓励新进教师加入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科技自愿者
服务支队”“教授博士专家团”等组
织。为加强学校科协工作，科协秘
书处还专门引进中国科协中国科普

研究所博士后一名。
学校科协积极响应市科协等四单

位《关于做好2020年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校
党委书记、科协主席挂帅，成立专门
领导小组，组织开展“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2020年度科学道德及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月”系列活动。学校各二
级学院师生通过主题讲座、党组织生
活会、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了“科
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百
余场，1万余名在校大学生和700余名
教职工参与主题教育活动。

此外，学校还将宣讲教育纳入大
学生课程体系。目前，全校共开设5
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相关主题必修
课和选修课程共计约200学时，10余
位教师参与主题授课，选用主题教材
或知识读本10余本。

发挥智库作用，开展技术服务

根据重庆市和渝北区的社会需
求，学校科协积极动员教师积极开展
课题研究、科普创作，充分发挥高校
的智库作用。

学校科协获批渝北区“2020年度

科普科创项目”6项。在大量的调查
研究工作基础上，学校为渝北区政府
部门提出“重庆高职科研新体系及政
校联动”“渝北区校地深度融合机
制”“社区科普大学建设”“职教协同
发展机制”等6篇政策建议报告；学
校科协组织教师创作的“数字人民
币”“生命健康与心理成长”“科技展
望未来”3篇宣讲稿入选重庆市“讲
科技”宣讲内容库，并在重庆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讲科技’宣
讲稿征集活动”中分别获奖，为科技
便民作出积极贡献；学校教师面向社
区居民创作“《家庭安全用电知识》
系列视频课”等5部公开课程，其中
一门视频课程入选重庆市社区科普大
学精品公开课资源库。在第五届科协
改革研讨会论文征集工作中，学校教
师宋志强的论文《微课堂对社区科普
大学建设与作用发挥的调查研究》荣
获二等奖，学校教师刘兰泉的论文
《创建重庆高职科研“一政五实”新
体系及政校联动扶持政策研究》荣获
优秀奖。

学校科协还走出去，积极面向企
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技术服务，
助力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2020年5

月，组织车辆专家赴江津区西湖镇关
胜村开展“技能扶贫，授之以渔”助
力脱贫攻坚帮扶活动，为村民的车辆
进行检测、维修，同时普及汽车保养
知识并赠送防疫物资；7 月，学校

“三农科技服务团队”赴重庆市江津区
嘉平镇紫荆村开展“科技扶贫”技术
服务，就花椒、高山蔬菜、家畜、瓜
果主导产业的种植或管理技术以及电
子商务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指导并赠送
农用物资；10月，学校副院长徐益带
领教授、博士、专家赴重庆市开州
区，对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覆
铜板和半固化片生产的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研发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指
导和服务；11月，学校“三农科技服
务团队”深入重庆市巫山县双龙镇乌
龙村，对45户脱贫户开展农业产业技
术培训，就当地特色的李子、猕猴
桃、柑橘等农产品的种植技术和电商
销售，进行课程培训和现场指导并赠
送农用物资。

开展科普活动，强化学术交流

学校发挥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开
展全国科普日活动。2020年9月，“化

工污染防治应用技术团队”成员刘兰
泉教授和“新时代三农职业能力提升
培训团队”王红谊教授深入渝北区两
路街道同兴社区，围绕“农产品质量
安全常识”“农业职业经理人能力提
升”“三农扶持政策”等主题开展了科
普讲座活动。活动得到同兴社区逾
1000人次网上关注，并吸引40多名社
区干部、居民现场参加。学校还充分
利用教授博士专家团在企业、经济欠
发达地区开展技术服务的契机，面向
企业员工、农民群众开展科普讲座，
助力提升当地群众的科学素质。

此外，学校还充分发挥高职学校
实训基地优势，积极谋划科普场馆建
设。2020年 10月至12月，学校科协
到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轨道与航
空服务学院等4个二级学院的6个实训
基地进行实地调研，探索实训基地科
普功能拓展方法路径，为2021年申报
重庆市科普基地作前期准备，面向社
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群体开展科
普教育活动。

与此同时，学校科协积极搭建平
台，推动学术交流。2020年7月，学
校轨道交通与航空服务学院专业教师
深入重庆市轨道交通专业的相关企业

及院校开展了为期3天的调研活动，
就校企合作、岗位能力需求、人才培
养方案建设、“1+X”技能等级培养等
方面进行了学习交流；8月，学校电
子与物联网专家团赴两江新区互联网
产业园瀚云科技有限公司就工业互联
网行业技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技术交
流。同时，学校轨道交通与航空服务
学院专家团赴重庆轨道集团就重庆轨
道交通未来的发展、运营模式和规模
进行交流。

科技活动点燃了科技热情。2020
年，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全国10
余所高校来校进行交流。12月，学校联
合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承办2020年
职教集团联合年会，70余所职业学校的
120余名专家进行了专业学术交流。

在广泛的学术交流基础上，学校
科协积极向重庆市推举科技人才。推
荐的信息工程学院唐谦教授成功入选
重庆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为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为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智慧和力
量。学校刘兰泉教授当选渝北区科协
常委，为渝北区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作
出积极贡献；此外，2020年，学校科
协推荐的两名学校教师当选重庆科技
特派员，为重庆市开展农业农村技术
服务工作。

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科协将在
继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智库建设、
技术服务、学术交流、人才举荐等工
作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科普工作，为
重庆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及当地
群众的科学素质提高作出新的贡献。

（刘兰泉 刘河清）

2021年以来，台州学院学生参加
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捷报频传。

2021年4月，美国国际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MCM）与交叉学科建模
竞赛（ICM）公布了获奖名单，陈佳
敏等6名同学获得了Honorable Men-
tion奖，这是继2020年学校收获该组
奖项之后的又一次突破。2021 年 5
月，在浙江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中，学生组成的七宝琉璃塔团队获得
本科组仅有的特等奖；赵建峰等3名
学生组成的玲珑塔团队获一等奖，并
斩获最佳制作奖；同时，台州学院还
获得了竞赛优秀组织奖，并直接获得
全国结构设计竞赛的参赛资格。

打开台州学院官网，在“学院新
闻”一栏里，看到更多的就是关于学生
参加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的相关报道。

2020 年学校就组织各学院申报
立项了浙江省教育部门认定、权威学

科竞赛排行榜的创新创业 A 类竞赛
65项，8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各级各类
竞赛，A类竞赛获奖296项，其中生
命科学竞赛、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
9 项赛事获奖排名全省前五。2020
年，学校还参加了创新创业类竞赛5
项，从国家级别到省级，均取得优异
成绩。

狠抓应用型建设

台州学院自2002年升本以来，立
足地方型、应用型特色办学，全面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从师范教育完美转
型，2018年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门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2019年入选浙
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2020
年进入中国应用型大学排行榜前十
强。近年来，学校狠抓应用型建设，
提出“将学科专业建在产业上、把人

才培养放到车间里、让科研论文写在
大地上”，通过实施校地战略对接行
动、“扎根行动”、应用学科提升行
动、产教深度融合行动、高层次人才

“引育”行动、“双创”升级行动、教
育国际化行动、“互联网+”行动等八
大行动，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
新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

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以赛促创”

历年来，学校一直重视学科竞
赛，逐年加大创新创业教育经费投
入，掀起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以赛促创”的热潮。2020年度，学校
投入学科竞赛专项经费约400万元，
师生奖金230多万元。学校鼓励教师
实施课程竞赛化、竞赛课程化，探索

产教融合模式下面向学生的科创平台
建设，把学科竞赛纳入学生评奖评
优、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聘和二级
学院年度考核的指标体系，以“双导
师制”“项目化”方式推进校企协同
育人落地生根。积极主动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
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
新创业能力，深化大学生创业实践，
推动学校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生力军。

坚持广泛动员、专创融合

“学校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之所
以每年都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战绩，与
学院拥有稳定的竞赛指导教师团队和
合理的竞赛运作机制有必然关系。”
台州学院教务处处长金凌虹自豪地

说，“指导教师团队成员学科互补、
分工合作，团队的每位指导教师只有
完成了数模课程辅导、暑期学生集训
指导以及学生团队平时管理等任务，
才能获得带队参赛资格，参加数模集
训的学生必须经历平时阶段性考核和
终结性考核层层选拔才具备最终参赛
资格，选择哪个指导教师完全由学生
说了算，竞赛荣誉和奖励归团队共
有。”这样的竞赛运行机制造就了一
支团结有力、精诚协作的竞赛指导教
师队伍，练就了一批又一批越战越勇
的学生。类似这样的学院竞赛团队台
州学院有近50支，学科竞赛的学生覆
盖面已达55%。

从台州学院2016—2020年度学科
竞赛工作总结材料可以看出，无论从
参加竞赛的学科门类，参与学科竞赛
的学生人数，还是从获得奖项的数量
和质量，学科竞赛的经费保障都呈现

逐年递增的趋势，并不断向实践创新
能力转变。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突破口，将大学生科技竞赛
作为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创
业能力的有力抓手，将创新创业教育
全面融入专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积极搭建专创融合实践平
台，建立了250个专业实验室、429个
校外实习基地、13个产业深度参与的
产业学院和50个与企业紧密合作的研
究院，建有7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2个省级工
程中心，积极服务专创融合的“双
创”人才培养。在最新公布的2016—
2020年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大学生竞赛
排行榜上，台州学院进入前100，列
全国670所新建本科院校第81位。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学科竞
赛和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作为一项重要
的工作来抓，促进‘研赛创’深度融
合，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
力，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打
造新时代有为青年，为国家和社会培
养应用型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陈
光亭校长表示。

（李钧敏 范剑）

台州学院

抓学科竞赛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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