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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近 日 ，第 四 届
Sysmac 自动化控制应用设
计大赛总决赛在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经过激烈
角逐，常州机电学院代表队以
难度更高的全自动击球模式，
大比分击败对手，以全场第一
名的成绩夺得特等奖。

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
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电气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办，吸引了全国50
多支队伍参赛。经过预赛，16
强院校进入全国总决赛，其中
本科院校 13 支，高职院校 3
支。决赛以“机器人冰壶对抗
赛”为主题，用模拟冰壶对抗赛
形式对机器人进行控制。

作为本次大赛的承办方，
常州机电学院高度重视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
等专业的人才培养。学校与
欧姆龙公司、日本电装公司、
安川电机等行业龙头企业合
作，投入 2500 余万元共建实
训基地，并建成全国首家工业
机器人综合实训基地，内设全
国最大的安川电机工业机器
人培训基地。

（彭誉萱 杜栓 杨曌 文摄）

常州机电学院

获机器人冰壶对抗赛特等奖

本报讯 11 月 26 日，河
海大学常州校区举行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暨庆祝常州校区办学 31 周年
公益文艺演出。活动邀请江
苏战旗军旅文工团带来大型
理论主题歌舞《在党的旗帜
下》，为广大师生献上了一场富
有艺术感染力、教育震撼力、思
想凝聚力的红色文化盛宴。

《在党的旗帜下》是一台
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主题的优秀舞台
作品，由江苏战旗军旅文工团

精心创编。据悉，该团主要由
红军、新四军、八路军的后代
及转业军人、退休干部组成，
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整场演出浩然大气，展示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
大的中国人民与人民军队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努力奋斗的
英雄事迹。演出获得了师生
员工一致称赞，大家纷纷表
示，备受鼓舞。

当天还举行了校友奖教
金、奖学金、助学金颁奖仪式。

（张潇潇）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红色盛宴”庆祝办学31周年

本报讯 近日，2017 常州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项目——
电子竞技比赛决赛在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落幕。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
育总会、市电子竞技运动协
会等共同主办，是常州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电竞单项比
赛。

决赛设《英雄联盟》《王
者荣耀》《FIFA online3》三
个项目，奖金10万元，共有百
余 支 战 队 持 续 对 战 2 个 多
月。决赛中，现场竞技气氛
热烈，比赛高潮迭起。

据了解，常州纺院是在
常高校中较早开设电子竞技
运动与管理专业的院校。作
为国家十部委财政支持的动
漫人才培养基地，该校电竞
专业着力培养符合市场需求
的游戏设计、游戏管理、电竞
裁判、Cosplay、服装表演等
多方面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而此次大赛后，学校也与常
州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以及
电子竞技产业相关企业积极
合作，共建电子竞技产教联
盟，以推进产学深度对接。

（华建铭）

常州纺织学院

电竞高手龙城决战

江苏理工学院自习教室“看门人”

摘得ACCA全球统考单科中国大陆桂冠

除了“国际范儿”，商学院
还很“接地气”。发起并组织首
届“全国应用型本科会计技能
竞赛”，获一等奖；大学生财务决
策大赛全国总决赛，获特等奖和
一等奖；学生平均毕业率在95%
以上，毕业生因理论扎实、技能
过硬，赢得各界点赞⋯⋯这份成
绩单的背后，是商学院会计专
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创
新成果。

商学院院长王志华教授介
绍，学院现已形成“八化”会计
专业技能教学体系，能更好地
适应中小企业需求：技能内容
教材化将技能教学建立在可视
化教学资源之上，辅之以技能
教学课堂化和教学师资团队
化；教学手段信息化、技能考核
平台化、技能水平证书化、技能
提高竞技化与技能实践社会化
使教学效果得以保障。

基于此，商学院提出“以赛
促学、以赛促练、赛学结合”人才
培养理念，会计学专业创立“竞
赛项目、竞赛平台、竞赛目标”

“校级、省市级、国家级”“三方
位、多层次”专业技能竞赛体
系。同时，进一步优化技能竞赛
方式，建立了培训、初赛、强化培
训、复赛、提升训练和决赛的技
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吴婷 杨
曌 文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日前，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2014
级会计专业学生姚羽彤在 ACCA 9
月全球统考中，以优异的成绩斩获P6

（高级英国税法）中国大陆地区单科
第一名。这意味着她离“big four”

（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更近了一步。
ACCA（The Association of Char-

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特许公认
会计师公会），也称“国际注册会计
师”，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
快的全球性专业会计师组织，培养
国际性的高级会计、财务管理专业
人才，其执业资格证书受到世界广
泛认可。

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从 2011 年
9 月起，开办 ACCA 方向班并取得可
喜成绩。据统计，该校学生单科成绩
平均通过率达 60%，高出全球单科通
过率 30~40%。目前，已经有 7 名学
生通过全部14门课程考试。

姚 羽 彤 是 班 里 出 了 名 的
“拼命三娘”。ACCA 考试分基
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需要克服
周期长、耗费精力多、压力大以
及专业英语的考验。于是，每
天除了上课，她的大部分时间
都泡在自习教室里。“早上6∶00
不到出门，一直到晚上11∶00才
回宿舍”。她说，因为比开门的
大爷还早到，因此学院自习教室
的钥匙，老师都交给她保管；每
晚踩点回宿舍，宿管阿姨早已记
住了她这个“晚归分子”。

翻看小姚的笔记，一张张
清晰工整的思维导图让人眼前
一亮。她告诉记者，目前，国内
学习英国税法的人不多，加上

复 习 资 料 缺 乏 ，备 考 难 度 很
大。细心的她总结了一套秘
籍：将复杂零散的知识点经过
思维导图搭成系统框架，把“砖
头”似的英语课本浓缩为专业
笔记，更利于复习回顾。

文静的小姚，还是中国女
排的忠实粉丝。她回忆，自己
备考 ACCA 时正值暑假，肩上
还担负着考研的重任。于是，
每天结束 8 小时的考研培训课，
她就马上投入到P6紧张的复习
中。“有时我实在扛不住了，就上
网看中国女排的比赛视频。”她
说，正是女排姑娘们顽强拼搏的
精神，鼓励着她战胜身心上的极
限，攻克难题。

小姚坦言，自己之所以能
摘得桂冠，除了努力和运气，她
所在的 ACCA 方向班也功不可
没。

ACCA 方向班，是商学院
探索将本土会计教育与国际会
计教育结合、学历教育与国际

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相结合的新
型办学模式。近三年，每年培
养 20~30 名具有“国际范儿”的
学生。

商学院副院长李芸达教授
告诉记者，江理工是在常高校
中最早创办 ACCA 方向班、学

习人数最多、全国少数几所获
得免考 5 门 ACCA 科目资格的
二本院校。学生通过学习，不
仅提高英语运用能力，还能拿
到国际公认的会计专业证书，
为今后步入跨国企业、外资企
业做准备。

“八化”体系技能教学，培养“接地气”会计人才

商学院ACCA创新班，人才培养走出“国际范儿”

她是自习教室“看门人”，自制思维导图复习框架

姚羽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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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羽彤收到ACCA祝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