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简讯
12 月 16 日下午，我院在理工楼一楼招投标会议室
召开了期末全院教职工大会。会议由滕斌院长主持，副
院长黄俊、杨圣飞、院长助理冯明明、张义坤以及我院全
体教职工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校企
合作、专业建设研讨会在科技楼 201 会议室举行。会议
由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滕斌副教授主持，学校副校长刘鸿

JIAN

ZHU

CHUANG

ZHI

飞博士、副校长陈浩教授、就业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陈
登奎、建筑学院副院长杨圣飞及建筑学院各专业骨干教
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企业代表有中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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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曾宇飞、南方测绘集团重庆
分公司总经理袁家秀、重庆市荣昌区大地规划勘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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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江洋等 13 位企业一线专家。

主办：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展示职业技能 弘扬工匠精神
—第六届
——
“南方测绘杯”建筑工程技能大赛完美落幕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由重庆科创职
业学院主办、建筑工程学院承办的第六届
“南
方测绘杯”建筑工程技能大赛开幕式在理工
楼 807 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校长戴伟教授、
校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陈志彪教授、副校
长冯刚博士、
副校长陈浩教授、
建筑工程学院
院长滕斌等领导出席了本次开幕式。参加开
幕式的企业代表有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经理曾宇飞、南方测绘集团重庆分公司
总经理袁家秀、
重庆市荣昌区大地规划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江洋等 13 位企业一线
专家。技能竞赛的全体参赛选手、
裁判员以及
指导教师等 300 余师生参加了本次开幕式。
首先，
校长戴伟教授就第六届
“南方测绘
杯”建筑工程技能大赛开幕式致辞，发表了
“展示职业技能、
弘扬工匠精神”讲话，并预祝
“南方测绘杯”
建筑工程技能大赛取得圆满成
功。随后，
副校长冯刚博士宣读了
“南方测绘
杯”
建筑工程技能竞赛文件。
企业代表南方测绘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
理袁家秀在讲话中对学校办学理念给予了充
分肯定，鼓励科创学子刻苦学习，传承“不忘
初心，传承匠心”的职业精神；指导教师代表
刘静、学生代表唐君豪同学分别作了热情洋
溢的发言。最后校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陈
志彪教授宣布重庆科创职业学院第六届“南
方测绘杯”
建筑工程技能大赛正式开始，
本届
竞赛拉开帷幕。
本次技能竞赛分为钢筋手工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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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广联达、
PKPM、测量全站仪、测量经纬
仪、
测量团体赛、
中级工团体赛等八个比赛项
目，
共计 288 名选手参赛，
历时 2 天完成了所
有项目的竞赛。
12 月 10 日上午，在院长助理冯明明的
统一安排下，第六届“南方测绘杯”所有竞赛
项目统一开赛。竞赛评委小组在选手们比赛
前宣读了比赛纪律，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为做好创新创业工作、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
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重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通知》和学校创新创业
园、127 创客汇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我
院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 16:20 时，在理工
楼一楼小会议室召开建筑学院创新创业
教育经验交流会。学校副校长陈浩、创新
创业科技园兼建筑学院院长滕斌、教务处
常务副处长郑伦川以及各二级学院相关
领导参加了本次会议。
黄俊副院长首先汇报了建筑学院创
新创业工作的总体情况、领导机构、师资
配备、工作思路、特色亮点、存在的问题及
建议等六方面内容。针对建筑学院学生特
点形成了我院独特的工作开展方法，在过
去的三次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工作中，我院
共申报创业项目 23 项，通过评审的有 11
项，第一批和第二批项目成功注册的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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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赛原则，参赛选手首先在理工楼一楼施
工技术综合实训场地进行了“中级工质量检
测”团体赛。比赛过程中，
各小组成员配合默
契、团结协作、
互帮互助，
充分发挥了“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
的竞赛精神。建筑学院院长滕
斌副教授亲临竞赛现场指导工作。
10 日上午，在理工楼一楼工程制图理实一
体化实训室 J060124 教室进行了“钢筋手工

项，
注册成功比例达到 45.5%。其中结合专
业的创业项目有 3 项，全部项目涵盖科技
创新、
文化创意、
电子商务、特色效益农业、
节能环保等多方面内容。
杨圣飞副院长汇报双创教育与专业融
合情况，如何从创新创业与人才培训方案
的融合与创新创业与实践教学方案的融合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郑传璋老师从教师的角度，胡威老师
从辅导员的角度分别谈了如何在本职工作
岗位做好创新的常态工作和在创新创业工
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院入驻双创园企
业的学生代表从学生受益、能力提高、后续
发展等方面作了发言。
创新创业科技园汤勇副主任对建筑学
院创新创业工作的成绩和取得效果作了肯
定与总结，创新创业科技园曹小平副主任
对创新创业工作中反映的问题和相关的后
续作了简要的说明。
最后陈浩副校长代表学校向建筑学院
在创新创业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点评。他指出当前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
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相信我校的创新创业
工作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此次创新创业交流会是我院在双创工
作的又一次提高，借助双创交流、总结机
会，继续发掘、培育、扶持创新创业团队和
项目，激发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促
进创业就业、
鼓励技术创新、
营造创新创业
氛围、张扬创新创业文化定能取得更加瞩
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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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量”
比赛。参赛选手认真识图、
精细计算，
通
过对建筑结构图的识读和手工计算钢筋工程
量提高了学生对平法识图掌握的熟练程度。
10 日下午，在理工楼二楼土木建筑实训
中心机房 208 进行了广联达造价软件竞赛；
在 210 机房进行了结构设计 PKPM 竞赛；在
212 机房进行了建筑 CAD 竞赛。有针对性的
提高了同学们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动手
能力。 为同学们今后的工作就业打下良好
的专业基础。
11 日上午，在教学区开展了“工程测量
团体赛”
。赛前，
同学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确定比赛场地、
调试测量工具、宣讲比赛规则
等；赛中，
各参赛队迅速找点、
定位，队员们分
工明确、
配合默契，行动井然有序。随着时间
的推移，
比赛进入白热化状态，选手们不受现
场天气影响表现出了沉着、
冷静、临阵不乱的
精神状态。中午 11:30，
所有参赛队测量完毕，
都提交了完整的测量成果，所有参赛团队完
成任务。
当日下午，在学校荷花池篮球场地进行
了
“工程测量个人赛”
。
本次技能大赛充分发挥了竞赛对高职学
生培养的促进作用，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用、以赛促新”进一
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创新能力
和创业能力的目的。重庆科创职业学院第六
届“南方测绘杯”建筑工程技能大赛取得圆
满成功。

我院召开建筑学院 2016 年
校企合作、
专业建设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建筑工程
学院 2016 年校企合作、专业建设研讨
会在科技楼 201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建
筑工程学院院长滕斌副教授主持，学校
副校长刘鸿飞博士、副校长陈浩教授、
就业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陈登奎、建筑
学院副院长杨圣飞及建筑学院各专业
骨干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
议的企业代表有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经理曾宇飞、南方测绘集团重
庆分公司总经理袁家秀、重庆市荣昌区
大地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江洋等 13 位企业
一线专家。
首先，滕斌院
长介绍了建筑工
程学院专业建设
的 基 本 情 况 ；随
后，院长助理张义
坤就我院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进
行了详细阐述。与
会专家结合自身
企业及行业对人
才需求情况，对我
院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了探讨。企业专家对我院目前
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了肯定，并对今后
的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刘鸿飞副校长代表学校为各企业
专家颁发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聘书，
并与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经
理曾宇飞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最后，陈浩副校长作总结讲话。对
企业参与我院专业建设表示感谢，并希
望在以后的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
有更深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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