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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

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关于征集 2019 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函》号召，围绕目

前产业的热点--数字建造、BIM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2019

年第二批拟在“新工科建设项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师资培训项目”、“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等几个方向，

支持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科教合作、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社会优质资源转化为育人

资源，为企业和高校合作搭建平台。

有关具体描述和申报指南如下：

一、建设目标

在教育部指导下，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包含新工科建设

项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师资培训项目、实践条件和实

践基地建设项目四大类。支持高校在金课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等方向工作，开设一批高水准建筑类新工科专业、建成一批高质量、

可共享的课程教案和教学改革方案，并向社会开放，与高校共享;培

养一批围绕建筑行业热点技术领域的青年师资力量；支持一批有想

法、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大学生。

二、项目内容

（一）新工科建设项目

拟设立 2 个项目。该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围绕目前产业的热点

--数字建造、BIM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支持高校建设新工

科人才孵化中心，服务于高校基础教学和科研项目。面向智能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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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晨曦科技利用自身产业

优势与技术实力，结合高校的专业特色和教学优势，将最新的产业技

术、人才需求引入到教学过程中，以多种形式探索新工科教育实施路

径，建立专业侧重点不同的特色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建设、工程

案例教材、微课堂、共建实训基地等，创新工程教育方式与手段，打

造一批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

工科人才。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拟设立 2 个项目。面向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

管理等相关专业，由晨曦科技提供经费、技术、平台等方面的支持，

将产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到教学过

程中，通过单门课程或系列课程的建设，协助院校更新教学内容，完

善课程体系，形成能够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的、可共享的课程及教材，

打造持续健康的人才生态系统，构建素质、能力、知识、创新相互协

调的人才培养体系。

（三）师资培训项目

拟设立 15 个项目。该项目面向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负责人及任课老师，在院校所在区域或晨曦科技

总部开展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 BIM 技术综合应用的师资培训，包含

BIM 建模、BIM 工程造价、BIM 工程项目管理等方向。三者的培训班

设置比例为 3:4:3。以线上资源分享与线下实训操作相结合的模式培

养行业所需的专业师资，打造更高层次专业型、应用型、创新型、复

合型师资团队。

（四）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7%AB%9E%E4%BA%89%E5%8A%9B/2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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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立 40 个项目。面向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

管理等相关专业院校，晨曦科技向合作院校提供BIM软件及应用培训，

围绕课程实训、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与高校联合打造

BIM实践基地及人才孵化中心，服务于高校基础教学及实训科研，提

升学校专业实践环境。同时可依托晨曦科技的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

成立BIM工作中心，承接实际项目，提升学校实践教学水平，培养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申报条件

（一）新工科建设项目

1）申报人所属院校具有相关专业或专业群，BIM技术应用相关

课程开设历史不少于两年，具备良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础和条

件，有发展建设相关新工科专业体系；

2）申报人具有副教授级别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从事相关专

业教学、教务或科研工作 5年以上，具备组织和指导项目实施的能力

和经验；

3）申报人可在数字建造、BIM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四个领域

中，任选一个方向进行项目合作；

4）愿意共享相关课程建设成果，促进先进教学方法的传播，

晨曦科技保障申报人的成果署名权；

5）申报书中明确企业支持资金投入方向，具体项目内容在项目

合作协议中体现。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1）申报人所属院校具有相关专业或专业群，具备良好的应用型



4

人才培养基础和条件；

2）申报人为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等相关

专业负责人或骨干教师，从事相关专业教学、教务或科研工作 3年以

上，具备组织和指导项目实施的能力和经验；

3）项目建设方向：

①示范课程建设方向：申报课程应以现有课程为基础，包括已经

开设或已排入教学计划即将开设的课程，开课历史不少于 1 年，课

程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平均每年开设次数不少于一次。同等条件

下，优先考虑受益面大的课程申报。

②课程改革方向：BIM 技术应用相关课程开设历史不少于两

年，申报课程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平均每年开设次数不少于一

次；提供课程大纲、学时分配等资料，实践类课程应提供所用教

学平台、考核办法、教学方法特色等。

4）愿意共享相关课程建设成果，促进先进教学方法的传播，

晨曦科技保障申报人的成果署名权；

5）项目申报书中明确企业支持资金投入方向，具体项目内容在

项目合作协议中体现。

（三）师资培训项目

申报人为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

负责人或骨干教师。申报人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或多种形式进行申

报：

1）参与院校所在区域或晨曦科技总部开展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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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综合应用的师资培训，晨曦科技负责资助部分费用，并提供

师资与课程资源，院校负责组织培训人员，并提供交通、场地、设施

和服务等支持。

2）申报院校有举办师资培训的意向，并与晨曦科技共同成立师

资培训小组，负责相关培训工作；院校有与培训软件相匹配的电脑配

置，与参训人数相适应的电脑数量，以及符合相应条件的培训场地、

周边配套等相关软硬件条件。

（四）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1）申报人为智能建造、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等相关

专业教师；

2）申报人所在院校已具备或准备建设与BIM技术应用环境相匹配

的软硬件基础条件；

3）申报人所在院校需组建校内实训专业教学体系研究团队（团

队负责人至少有 3年以上相关专业教学经验）与晨曦科技共同研究及

执行实践条件建设体系；

4）实训基地建成后，愿意将项目成果公开给兄弟院校，并进行

经验交流分享，组织观摩学习，推广建设与教学经验。

四、建设要求

（一）新工科建设项目

1）在项目启动前应制定完整的新工科建设研究计划或实施方案，

明确企业支持资金及资源的投入方向和目标成果；

2）院校领导支持推进新工科项目的建设，能促进项目的按时实

施和完成。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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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学大纲：包括具体的课时分配、章节、实践习题等；

2）教师授课教案：每章节均提供PPT课件。提供课程相关的参考

书目、论文参考文献、网络资源等内容；

3）习题：按教学内容和进度情况，每章节均设计与该章节匹配

的习题，并给出参考答案；

4）课程实践：实践安排与计划；

5）课程教学方法：课程应提供所用教学平台、考核办法、教学

方法特色等；

6）课程网址：公开课随时访问、互动。

7）所有数字资源，包含.doc或.ppt形式的文件；

8）教改方案或执行报告，可以以论文形式呈现；

9）若有源代码，请给出源代码文件；

10）晨曦科技对所开发课程成果不拥有任何知识产权。项目支持

的所有课程资源请明确注明可公开、可共享，且要求在学校或企业网

站上进行共享并保持更新。

（三）师资培训项目

1）晨曦科技将利用寒暑假期间，在院校所在区域或晨曦科技总

部集中组织师资培训，院校派遣 1-2 名骨干教师前往参加，并为参

加培训人员提供交通、场地、设施和服务等支持。参培老师需通过

培训认证考核，并获得相应证书；

2）院校与晨曦科技联合，开展针对数字建造、BIM 技术、大数

据、云计算等四个领域的教学方法、专业课程研讨、人才培养方案研

讨、技术综合应用等主题的师资培训或研讨班。

（四）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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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申报人所在院校的实际情况和申报人的需求，晨曦科技

派遣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级讲师，契合院校一线教育教学改革需

求，结合“BIM建模”、“BIM工程算量”、“BIM工程造价”、“BIM

工程项目管理”等技术应用开展培训，推进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工作，帮助合作院校完善专业课程教学建设，带动参训教师积极参与

教学培训、课题研究、技术研讨、学习和交流活动。

2）项目期内，校企合作至少建设完成 1 个共建实践（实训）基

地；

3）基地建设完成后，可利用晨曦科技的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

开展 1+X 认证或 BIM 相关培训认证；

4）建设完成的实践基地具备行业应用展示及兄弟院校参观功能。

五、支持办法

晨曦科技本批次拟支持 2 项新工科建设项目、2项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项目、15项师资培训项目和 40项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

设项目，项目建设周期为 1～2 年。

（一）新工科建设项目

1）经费支持：晨曦科技拟资助入选项目每项目 3 万元人民币经

费支持和 1 套价值 1.2 万元的晨曦 BIM 系列软件产品支持。其中申

报方案优秀、人才培养潜力突出，有广阔合作前景的院校将大幅度增

加支持力度，进行重点扶持。

2）技术支持：晨曦科技提供专业全面的课程建设方案，涵盖行

业用人需求和技术应用特点，并提供免费晨曦 BIM 系列软件的安装调

试及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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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完成后，专人对接负责，随时保持双向沟通和交流，

做到交流反馈零延迟；

4）晨曦科技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应用培训及参与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协助进行课程开发等；

5）项目总结与验收：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进展提交结题报告后，

晨曦科技将对项目进行验收；

6）本项目建设周期建议 1-2 年。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1）经费支持：晨曦科技拟资助入选项目每项目 3 万元人民币经

费支持和 1 套价值 1.2 万元的晨曦 BIM 系列软件产品支持。其中申

报方案优秀、人才培养潜力突出，有广阔合作前景的院校将大幅度增

加经费支持力度，进行重点扶持。

2）技术支持：晨曦科技提供专业全面的课程建设方案，涵盖行

业用人需求和技术应用特点，并提供免费晨曦 BIM 系列软件的安装调

试及培训服务；

3）项目建设完成后，专人对接负责，随时保持双向沟通和交流，

做到交流反馈零延迟；

4）晨曦科技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应用培训及参与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协助进行课程开发等；

5）项目总结与验收：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进展提交结题报告后，

晨曦科技将对项目进行验收；

6）本项目建设周期建议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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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培训项目

拟支持 15 项师资培训项目，建设周期从立项日期为期一年。

1）晨曦科技拟为入选项目每项目提供 1 万元的经费支持；

2）每年寒（暑）假至少开展一期集中式的 BIM 建模、BIM 工程

造价、BIM 工程项目管理等方向的师资培训；

3）联合开展培训班或研讨班的院校，晨曦科技派遣经验丰富的

名师和专家实地支持；并提供线上答疑、技术支持等服务，为参训教

师出具考评意见，供合作院校参考；

4）本项目建设周期建议 1 年。

（四）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1）平台支持：晨曦科技拟资助入选项目每项目总价值 3.6 万元

的晨曦 BIM 系列软件产品支持。

2）实训室建设支持：晨曦科技提供专业全面的实训室建设解决

方案，技术方向涵盖行业特点技术，并免费晨曦 BIM 系列软件的安装

调试服务；

3）项目建设完成后，专人对接负责，随时保持双向沟通和交流，

做到交流反馈零延迟；

4）晨曦科技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包括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协助进行课程开发等；

5）晨曦科技对每个申报成功的院校提供在线学习平台的课程使

用服务；

6）项目总结与验收：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进展提交结题报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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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科技将对项目进行验收；

7）本项目建设周期建议 1-2 年。

六、申请办法

1. 申 报 者 应 在 产 学 合 作 协 同 育 人 平 台

（http://cxhz.hep.com.cn）注册教师用户，填写申报相关信息，并

下载《2019 年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申报书》进行填写。

2.项目申报人须在平台项目截止时间（2020 年 2月 10 日 17:00）

前将加盖院系公章的申请书形成 PDF 格式电子文档（无需提供纸质文

档）上传至平台。若有任何疑问，请与企业项目负责人联系。

企业项目负责人：谭莉，若有任何疑问请致电：400-007-2310

转 528（林老师）或 400-007-2310 转 565（谭老师）

邮箱：2987081099@qq.com。

3.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于项目申报结束后组织

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并及时公布入选项目名单。

4.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与项目申报负责人所在

高校签署立项项目协议书。立项项目周期为 1-2 年，所有工作应在立

项项目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周期内完成。项目到期后，项目负责人提交

结题报告及项目成果，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对项目进

行验收。

有关本申报指南的说明和申报书格式，请参见网址：http://

www.chenxiso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