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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

地方卓越联盟〔2017〕2号

地方高校新工科发展高峰论坛通知（第二轮）

2017 年 2月，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

形成“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其中提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已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加快新工科的

建设和发展。这对我国地方高校工程教育改革及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时也为促进地方高校工程教育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为深入探究地方

高校新工科发展与建设，推动形成广泛共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与支

持下，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CDIO 工程教育联盟联合组织

召开“地方高校新工科发展高峰论坛”。

一、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办单位：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CDIO 工程教育联盟

承办单位：湖南工程学院

二、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以“地方高校新工科发展”为主题，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

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等内容开展。

1.论坛特邀教育部领导、工程教育专家作主题报告；

2.地方高校代表性成果交流。

三、会议时间、地点及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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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地点：2017 年 5月 11 日（星期四）、湖南工程学院

会议报到：请参会人员于 5 月 10 日 12:00-22:00 在湖南省湘潭市华天

大酒店（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口国际金融大夏）报到并领取会议资料。

四、参会人员

1.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常务理事。（请常务理事于 5 月

10 日 17 点前报到）

2.诚邀支持高等工程教育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地方高校、行业企业等

参加本次会议。（原则上各高校参会代表不超过 2人）

五、会议费用

会议不收取会务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六、联系方式

谭龙华（湖南工程学院）

0731-58688512，13341328857，260958705@qq.com

崔琳琳（联盟秘书处）

021-67791230，18818209212，zylm@sues.edu.cn

附件:

1.会议主要议程（以当日会议资料为准）

2.参会回执

3.往返交通路线

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代章）

2017 年 4月 24 日

http://baike.so.com/doc/5826808-6039627.html
mailto:谭龙华，13341328857，260958705@qq.com
mailto:谭龙华，13341328857，2609587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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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方高校新工科发展高峰论坛会议日程表(拟）
（2017年 5月 10--11日湖南•湘潭 ）

日期 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10 日

10:00-22:00 报 到 会务组 酒店大厅

18:00-20:00 晚 餐 酒店餐厅

20:00-22:00
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

常务理事会

夏建国

理事长

11 日

7:00-8:00 早 餐 酒店餐厅

8:00-8:30 集合前往会场（湖南工程学院） 会务组 酒店前坪

8:30-9:00

开幕式：

1.湖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国荣致欢迎辞；

2.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理事

长、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夏建国校长致辞；

3.湖南省教育厅领导致辞。

全国地方高校

卓越工程教育

校企联盟副理

事长、湖南工

程学院校长

刘国繁

湖南工程

学院

一报告厅
9:00-10:00 主题报告 1 教育部高教司领导

10:00-10:20 茶 歇

10:20-11:20 主题报告 2 工程教育专家 教育部高教司

理工处领导11:20-12:00 高校代表交流发言（每位发言人 20 分钟）

12:00-12:30 前往住宿酒店

12:30-13:30 午 餐 酒店餐厅

13:30-14:00 集合前往会场（湖南工程学院） 会务组 酒店前坪

14:00-16:00 高校代表交流发言（每位发言人 20 分钟）

全国地方高校

卓越工程教育

校企联盟理事

长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校长

夏建国 湖南工程

学院

一报告厅

16：00-16:20 茶 歇

16:20-17:40 高校代表交流发言（每位发言人 20 分钟）
全国地方高校

卓越工程教育

校企联盟副理

事长、黑龙江

工程学院校长

张洪田

17:40-18:00 大会总结

18:00-18:30 前往住宿酒店

18:30 晚 餐 酒店餐厅

12 日
7:00-8:00 早 餐 酒店餐厅

8:00- 离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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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地方高校新工科发展高峰论坛参会回执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地址 邮 编

参会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电 话 手 机 E-mail

住宿

情况

是否安排住宿 是 否

安排住宿 单间 间 双人间 间

入住时间 日 日

离开时间 日 日

参会人员请于 3月 30 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 260958705@qq.com。

mailto:参会人员请于5月2日前将参会回执发至2609587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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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往返交通路线

1. 长沙黄花机场-----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一：自驾或的士

时间：距离：约 66.7公里

途径：机场高速-长沙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湘潭大道-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二：航空大巴+市内的士

路线：长沙黄花机场-湘潭市大湖路航空售票处----湘潭华天大酒店

（长沙黄花机场 08:30-20:30 ；湘潭民航售票处(市财政局) 07:00-19:30，单程票价 40

元；湘潭民航售票处至华天大酒店，市内的士 5公里,13分钟）

2. 长沙南高铁站-----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一：自驾或打的

时间：距离：53公里，约 1小时

途径：京港澳高速-湘潭大道-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二：大巴客车+市内的士

路线：长沙高铁南站-湘潭市长途汽车站

（运行时间：湘潭长途汽车站 07:30-17:30，长沙火车南站(黎托汽车站) 09:20-19:10，

单程票价 25元；湘潭长途汽车站至湘潭华天大酒店可乘市内的士，大约 5公里,12分钟）

3. 株洲西高铁站-----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一：自驾或的士

时间：距离：24公里，约 35分钟

途径：经芙蓉大道-天易大道-麒麟路-海棠北路-吉安路-书院路-建设南路-湘潭华天大酒

店

方案二：大巴客车+市内的士

路线：株洲西高铁站-湘潭市长途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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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约 40公里，约耗时 50分钟，单程票价 15元，06:20-19:30约 20分钟每一班；

湘潭长途汽车站至湘潭华天大酒店可乘市内的士，大约 5公里,12分钟）

4. 湘潭北高铁站-----湘潭华天大酒店

方案一：自驾或的士

时间：距离：20公里，约 30分钟

途径：经银盖北路-九华大道北段-九华大道南段-熙春北路-双拥北路-河东大道-湘潭华

天大酒店

方案二：公交车

乘 126路公交（湘潭北站-建设路口站，共 27站，首车 06:50-末车 18:20）

5. 自驾车-----湘潭华天大酒店

详细地址：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口国际金融大厦

咨询热线：4008-570-700转 924797

6. 湘潭华天大酒店-----湖南工程学院会场

方案一：自驾或的士

时间：距离：2.5公里，约 5分钟

途径：经建设中路-福星中路-湖南工程学院主校区

方案二：公交

乘 19路公交（河东大道站-工程学院站，共 6站，首车 06:45-末车 1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