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的通知 

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 年度工

作会议安排，经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7 月 18 日在江西

南昌召开 202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

作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迈向新工业革命的机械工程教育——传承、创新、变革 

二、主承办会单位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华东交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 

三、会议时间 

2021 年 7 月 16 日-18 日（3 天） 

四、会议地点 

南昌万达嘉华酒店（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000 号，

近万达广场） 

五、参会人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全国各

高校、出版社和企业相关机械类专业教学负责人和骨干教师以及教

学管理人员。 



六、会议主要内容 

日期 具体时间 会议内容 

07-16 下午 14:00-22:00 会议报到 

教育部高教司领导致辞 

江西省教育厅领导致欢迎辞 

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柳和生教授致欢迎辞 

8:00-8:30 

机械类专业教指委主任赵继致辞 

上午 

开幕式 

8:30-8:50 参会代表集体合影 

8:50-9:30 报告 1：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培养之我见 李培根 院士 

9:30-10:10 报告 2：影响智能制造发展的新技术 雒建斌 院士 

10:10-10:50 报告 3：建设更加开放的机械工程教育 教指委主任 赵继 教授

上午 

学术论坛 

10:50-11:10 茶歇 

11:10-11:30 新工科教育与机械类专业建设调研报告  顾佩华 院士 

11:30-11:40 机械工程专业教程修改编写工作进展  吴波 教授 

11:40-11:50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教程编写工作进展  巩亚东 教授 

11:50-12:00 车辆工程专业教程编写工作进展  吴志军 教授 

上午 

工作汇报 

12:00-12:10 工业设计专业教程编写工作进展  季铁 教授 

14:00-14:15 规范高质量教材建设 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柳和生 教授 

14:15-14:30 工程教育认证的新发展与新要求 王玲 处长 

14:30-14:45 机械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机制与模式  王成勇 教授 

14:45-15:00 国家一流专业与一流课程建设情况  巩亚东 教授 

15:00-16:20 教指委工作研讨 

16:20-16:30 会议总结 

07-17 

下午 

工作研讨 

16:30-18:00 教指委工作组分组会议与分教指委会议 

 



七、会议费用与住宿 

会务费 800 元/人。本次会议会务组织工作由江西海岸线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承办单位的会议费由江西海岸线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户名：江西海岸线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南

昌市省府大院支行；账号：191742485246）代收。会务公司联系人：

汪丽莎 19979036617，也可现场缴费注册。交通与食宿费自理。 

八、会议报到与接站 

报到地点：南昌万达嘉华酒店一楼大厅。 

报到时间：2021 年 7 月 16 日中午起，会务组在南昌昌北机场、

南昌站和南昌西站安排接站。具体信息请见附件 2。 

九、其他事项 

1、疫情防控期间，出行请注意防疫安全，并遵守所在地防疫

规定； 

2、本次会议开幕式和论坛采取线下+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由

超星公司负责，线上参会代表可通过扫码微信公众号收看直播； 

 

8:30-10:00 参观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午 

10:00-11:30 
参观华东交通大学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性能检测与保障国家重点

实验室、载运工具与装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07-18 

下午 14:00 返程 





附件 1：会议回执 

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会 

2021 年工作会议参会回执 

(2021年 7月 16-18日江西南昌)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姓   名 
性

别 

职称/职

务 

是否教指

委成员 
联系电话 

电子 

邮箱 

单间/

标准

间合

住 

用餐特

殊要求 

        

        

        

        

会议期间联系人（必填）： 

预定住房 
是 □ 

否 □ 

入住地点： 

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单间□（约 470 元/间） 

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标间□（约 520 元/间） 

南昌红谷滩希尔顿花园酒店 单间□（约

380 元/间） 

南昌红谷滩希尔顿花园酒店 标间□（约

420 元/间） 

橘子酒店（南昌红谷滩万达广场店） 单间

□（约 380 元/间） 

橘子酒店（南昌红谷滩万达广场店）店 标

间□（约 380 元/间） 

  月 日 

(入住) 

至 月 日 

(离开) 

单人间□ 

双人间□ 

会务费 
现场缴费 □ 

银行转账 □ 

发票开

票信息 

户名：     

税号：   

高铁/航班信息 

月 日  车次/航班：    到达站：    到站时间： 

月 日  车次/航班：    出发站：    出发时间： 



请您于 7 月 8 日（周四）上午 12:00 点前返回至邮箱：王宁 

934878144@qq.com 

1. 银行转账说明 

选用银行转账务必请备注如“教指委会务费-单位名称-张三”，

并把转账凭证发送至王宁邮箱 934878144@qq.com，提供开票信

息。 

2.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肖  乾:13879133718； 

黄志超:13970850981； 

胡国良:13576963268； 

沈明学:13605809066； 

陈志新（东华理工）：17370095076； 

周海迎（东华理工）：15979140451； 

陈齐平（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15879117935 

王宁（会务组）：0791-87046123/13607919037； 

游立（会务组）：0791-87046122/15070839820； 

3. 建议加入会议微信群（2021 机械类专业教指委会议群）。

请通过添加王宁、游立为微信好友（微信号与手机同号），再邀请

入群即可。 

 

 

 

 



附件 2：接站和交通信息 

一、接站信息 

接站地点：南昌昌北机场、南昌站和南昌西站 

时    间：2021 年 7 月 16 日中午以后 

二、交通信息 

会务组将于 7 月 16 日中午起开始在以上 3个站点接站。若与会者在非接站时间、地

点达到，请参考地图信息自行前往注册地点。 

1、高铁： 

南昌站至南昌万达嘉华酒店，乘坐地铁 2 号线（辛家庵站→南路站），南昌火车站

上车，八一广场站下车；转乘 1号线卫东站下车步行 900米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南昌西站至南昌万达嘉华酒店，乘坐地铁 2 号线（南路站→辛家庵站），南昌西站

上车，地铁大厦站下车，转乘 1号线卫东站下车步行 900米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2、飞机： 

昌北机场至南昌万达嘉华酒店，乘坐机场公交 1线→地铁 1号线 步行 900米，，或

转乘公交（820路、269路）到达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出发地
 

目的地
 

车程（公里）
 

时间（分钟）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25 28 

南昌火车站 11 30 

南昌西站 16 22 

华东交通大学 8 18 

南昌万达嘉华酒店 

东华理工大学 6 14 

东华理工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6 13 



 

南昌万达嘉华酒店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