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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21〕7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0 年度 
产教融合三类实践项目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产教融合三类实践项目立项建设

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0〕267 号）精神，经高校申报、

专家评审，决定立项建设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三批人才培

养类示范基地）25 个，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55 项，省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596 项。现将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 

    各高校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衔接，要加大对实践项目的经费投入，加强管理，完

善评价激励，提高建设质量，强化典型示范，提升育人价值。省

教育厅将组织开展抽检，对抽检达不到要求的项目将撤销其立项

建设资格。 

 

附件：1.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第三批人

才培养类示范基地）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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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名单 

          3.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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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名单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合作单位 

1 浙江大学 数字出版融媒体实验室建设与应用 陈洁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摄影出

版社有限公司 

2 浙江大学 基于“VIP 模式”的创业教育通识课程建设 阚阅 泛城控股有限公司 

3 浙江大学 智能财务课程体系建设和实践教学协同创新研究 陈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浙江大学 外宣翻译实践与译文恰当性研究 李淑敏 浙江都市快报控股有限公司 

5 浙江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综合实验教学改革 张建英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浙江大学 激光加工数字化 VR 实训基地 钱俊 嘉兴鹰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 浙江大学 通识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基础植物克隆技术与应用 徐程 杭州维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浙江大学 产学协同建设《生物医学信号处理》课程 宁钢民 杭州拜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 浙江大学 
动物科学专业“开放合作、协同育人”产教融合探索与

实践 
杨明英 淳安县茧丝绸有限公司 

10 浙江大学 
基于产学研一体化思路的土建类综合性新型实践平

台建设 
吕朝锋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 浙江大学 聚集诱导发光型荧光检测试剂盒研制 孙景志 杭州芬得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2 浙江大学 大气科学专业实践类课程体系优化与建设 朱佩君 浙江省气象局 

13 浙江大学 生产实习课程体系改革与校外基地建设 张辉 贝因美（杭州）食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浙江大学 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诊治的仿真教学平台 舒强 浙江新慧医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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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大学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的开放式外科学智慧

学习平台研发 
杨瑾 杭州满雨科技有限公司 

16 浙江大学 先进能源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合作基地 肖刚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浙江大学 海底沉积物岩心保压转移试验教学平台建设 陈家旺 杭州海装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8 浙江大学 
物联网时代基于新工科的嵌入式系统类实验改革与

实践 
陆玲霞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浙江大学 基于边缘智能技术的边缘计算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 卓成 杭州钛比科技有限公司 

20 浙江大学 
新农科背景下“四位一体”创新创业育人体系探索与

实践 
金敏 浙江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美术学院 资产云政务应用用户体验设计研究 李轶军 杭州聚秀科技有限公司 

22 中国美术学院 公益游戏创作人才培养 倪镔 深圳市迷你玩科技有限公司 

23 中国美术学院 “浣花斋”非遗传承与创新人才培育项目 韩璐 浙江浣花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4 中国美术学院 家具设计与制作实践 康胤 建德市大洋实业有限公司 

25 中国美术学院 混合现实视觉工业人才加速器 于朕 浙江中科视传科技有限公司 

26 浙江工业大学 面向未来的新型乡村设计类人才联合培养模式 陈炜 浙江华阳数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浙江工业大学 融入 BIM 技术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教学改革 孟凡丽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工业大学 校企共建《人物纪录片创作》课程 袁九生 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9 浙江工业大学 校企合作视角下的营销类课程群建设 沈强 杭州朗和科技有限公司 

30 浙江工业大学 
“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培养中药大健康产品制备与研

发人才 
陈素红 浙江协同中药研发有限公司 

31 浙江师范大学 职前教师设计“设计思维”创新力的发展 竺丽英 
内蒙古中关村能源联盟循环产业园有限公

司 

32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分级阅读标准及分龄阅读指导课程研发 吴翔宇 上海笛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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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浙江师范大学 材料专业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平台建设 黄仕华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34 浙江师范大学 
基于空天地三维一体化的复合型地理信息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 
李凤全 浙江南方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35 浙江师范大学 面向智能制造的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探索 王成武 上海企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6 宁波大学 
“内外双驱，三合六化”的商品检验方向工程硕士课程

体系建设与实践 
干宁 宁波中盛产品检测公司，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37 宁波大学 
产学合作构建基于 OBE 理念的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 
赵丽君 浙江中浙海港航运有限公司 

38 宁波大学 
“创、新、高”跨境电商人才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杨丽华 宁波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9 宁波大学 
“校企联动”——青少年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顾耀东 宁波满分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40 宁波大学 水产养殖专业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实践 母昌考 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 

41 浙江理工大学 成果导向的项目孵化制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探索 舒建洪 
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

司 

42 浙江理工大学 
交叉学科背景下高端纺织人才校企协同培养模式及

实践 
冯建永 杭州帝凡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43 浙江理工大学 产教融合背景下时尚“双创”人才培养与实践 朱伟明 秒优大数据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44 浙江理工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型工程性”产业用纺织领域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于斌 浙江格尔泰斯环保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浙江理工大学 
项目驱动的“双师一辅”模式的机制专业本科生毕业

设计实践教学研究 
孙良 浙江小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4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 TI_RSLK 的教学平台设计与实践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 
戴绍港 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