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基地名称 基地地址 企业性质 联系学院 面向校内专业

1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
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33号
国有企业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2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三桥白云大道南
段305号

国资公司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测绘、安全、力学等

3 四川路桥华东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锦里西路129号  有限责任公司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测绘、安全、力学等

4 重庆建工集团 重庆轨道环线，民安大道站 股份公司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测绘工程、安全工程
等

5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 重庆渝北财富中心 国有企业 河海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6 中铁建港航局四公司 重庆保税港区 国有企业 河海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7
重庆建工集团水利港航建设有限
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翠晴路1号 国有企业 河海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8 重庆市巴南区环境监测站 重庆市巴南区 国有企业 河海学院 环境工程

9 重庆中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州路100号南方花园B
区商务楼3-6

私营企业 河海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0 重庆天府矿务局实习基地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南路29号 国有企业 河海学院 地质工程

11 重庆东港船舶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 股份公司 航船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船
舶电子电气工程

12
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罗诺
分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 国有企业 航船学院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子
电气工程

13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8号世
纪英皇大厦北塔8楼

国有企业 航船学院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子
电气工程

14 重庆中江船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中江路 国有企业 航船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船
舶电子电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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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京华清远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歇台子
双薪时代901

私营企业 信息学院 电子信信工程、物联网、通信

16 重庆达内软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华山南路互联网
学院

私营企业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通
信

17
重庆市中软国际有限公司(重庆
交通大学e动交通校外实践训练
基地)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微电园研
发楼B2A栋9F

私营企业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通信工程

18 重庆粤嵌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米兰路15号1号楼
3-5楼

私营企业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通
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东风小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井口工业园 民营企业 机电学院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
16号

民办企业 机电学院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1 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国有企业 机电学院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22 重庆望江工业集团 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 国有企业 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3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7号 国有企业 建规学院 建筑学

24 重庆侨恩创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区龙湖国际 私营企业 建规学院 建筑学

25 重庆长厦安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罗汉沟27号万
科023创意天地5号楼3层 私营企业 建规学院 建筑学

26 重庆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兴盛大道120号 私营企业 建规学院 建筑学

27 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丰台区广安路316号 国有企业 交运学院 交通运输

28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中路199

号
合资企业 交运学院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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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重庆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菜袁路3号 国有企业 交运学院 交通运输

30 重庆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二村18号 国有企业 交运学院 交通工程

31 重庆中交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通江大道205号  有限责任公司 交运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

32 深圳市中交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园路深圳湾创
业投资大厦802

有限责任公司 交运学院 交通运输

3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惠工路营
业部

重庆市南岸区惠工路3号5层 股份公司 经管学院 营销、经济、国贸、会计

34 重庆邦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油房村两
路口23号

私营企业 经管学院
市场营销、经济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会计学

35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光电产业园区 股份公司 经管学院 信管、工商

36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工业园江桥
路2号

私营企业 经管学院 物流管理

37 贵州电视台新闻中心 贵阳市神奇路1号 国有企业 人文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38 重庆宝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201联合国
际61楼

私营企业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广告学

39 重庆五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亿象城办公区B区
大象办公室

私营企业 人文学院 广告学

40
伊泰莲娜首饰精品（中山）有限
公司

广东中山坦洲伊泰莲娜工业城
营销中心

港资企业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产品设计、环境设计
、工业设计

41 重庆变形虫创意工场 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98号 私营企业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产品设计、环境设计
、工业设计

42 重庆高戈互动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新南路11
号人和天地6栋2-2

私营企业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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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珠海米立三维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
东六路8号1楼

私营企业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44 中银国际证券重庆营业部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3号
附3号金岗大厦7层

国有企业 数统学院 应用统计学

45 重庆上善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研发楼B4栋

私营企业 数统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

46 中铁十一局五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新街71号 国有企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

47 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私营企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

48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
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江峡路11号 国有企业 材料学院 应用化学

49 永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港安1路9号 台资企业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

50 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江桥路8号 私营企业 材料学院 应用化学

51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北部新区峨嵋大道北段
99号（保时通物流园区内）

私营企业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