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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文件

同济本〔2020〕12号

关于表彰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实习工作

优秀集体及优秀指导教师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实习质量，拓展校企联盟，深入推进“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学校组织专家对各学院推荐的

候选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评审，评选出 2015-2019年同济大学优秀

校外实习基地 30个、同济大学优秀校外实习指导教师 29名、同

济大学实习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11 个（含实习工作优秀教务人员

11名）、同济大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 42名，现予以公布表彰。

附件：1.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优秀校外实习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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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济大学 2015-2019年优秀校外实习指导教师

名单

3.同济大学 2015-2019年实习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名单

4.同济大学 2015-2019年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名单

同 济 大 学

2020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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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优秀校外实习基地名

单（排名不分先后）

学院名称 校外实习基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同济-黄岩乡村振兴教学实践基地）

土木工程学院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

温岭市南光地质仪器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原位测试实习基地）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浙江吴越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惠林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汽车学院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华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集团人才开发院工程技术培训中心

软件学院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学院 锦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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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校外实习基地

法学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杨浦公共人事服务中心）

人文学院 临沂市图书馆

医学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安徽同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德工程学院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艺术与传媒学院 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针织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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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优秀校外实习

指导教师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学院（系） 姓 名 单 位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陶琳

杨卫东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陈继良

俞静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学院
郑琼

殷君杰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徐文兵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沈峰

韩超

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心有限公司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朱昌彪

钟鸣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萍 吉博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汽车学院
吴晓栋

陈云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轨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袁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亚玲

李茜茜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刘航

徐延东

中国宝武集团人才开发院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学院
Claire

Fei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尹金花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姚圣康 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心

法学院 杨槟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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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系） 姓 名 单 位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杨秀莲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杨浦公共人事服务中心）

人文学院 诸葛祥途 临沂市图书馆

医学院 靳令经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杰 安徽同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德工程学院 虞顺卿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艺术与传媒学院 叶蕾 上海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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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实习工作优秀组织

单位名单（含实习工作优秀教务人员）

实习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名称 实习工作优秀教务人员

经济与管理学院 程天清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袁芳丽

土木工程学院 周桂平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胡静妮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静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卢畅

医学院 陈吉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贾弦

艺术与传媒学院 陈功

汽车学院 端霏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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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同济大学 2015-2019 年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学院（系） 姓 名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施建刚 王晓琛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李浈 朱玮 戴代新

设计创意学院 姚雪艳

艺术与传播学院 朱骏 王冬冬

土木工程学院 刘超 朱大宇 叶真华 周念清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楼立志 潘国荣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治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健 曹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斌

汽车学院 余海燕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应之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艳霞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张砚秋 万国春 李志鹏 张文豪 李蓉艳

软件学院 张颖

数学科学学院 陈滨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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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系） 姓 名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风丽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刘瑞同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谢昕 高航

外国语学院 庞文薇

法学院 刘春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赵萍丽

人文学院 刘涛

医学院 黄良

口腔医学院 龚娟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汪燕芳

工程实践中心 程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刘根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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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