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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2018年末注定成为重庆城市职业学
院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节点。

2018年11月29日，重庆城市职业学
院与永川区、西门子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战
略合作协议，决心在职业教育和智能制造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众所周知，德国西门
子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以其先
进的自动化产品和数字化工厂技术拥有极
高认可度。

这次合作意味着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推
动政校企合作走向高端化、国际化。

通过合作，西门子将利用全球的教育
合作经验及工程应用和创新经验，在与重

庆城市职业学院开展专业课程设置培训、
实操训练、专业技能认定等方面的合作基
础上，进一步扩展合作领域，开展多个教育
合作项目，共建中德西门子国际学院、智能
化公共实训基地和赛事基地。特别是中德
西门子国际学院，建成后将是一个国内一
流，集科技研发、生产示范、人才培养于一
体的新型学院。

此次合作，西门子将派出20名企业技
能专家参与到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智能装
备专业群人才培养工作中。得益于政府的
有力支持，此次合作还将实现政府、企业、
学校共同出资共建5500平方米的智能制

造公共实训基地，协同筹办“西门子杯”中
国智能制造挑战赛西南赛事基地，并开展
技术培训、师资培训、认证培训等。

这次合作对于永川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也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方面，政校企三方将共同参与永川
区工业智能化的改造，为企业提供自动化
改造方案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三方还
将共同加强工业自动化及先进控制领域多
方位的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展科研技术创
新、技术成果转化、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合作，探路产教融合深化的新方向。

特色一：紧盯智能化 携手西门子探路产教融合新方向

2018年，我市开启高等职业教育双基地建设项目，打造60个并培育20个兼具教学和生产双重功能、校企双主体深度合作培养培
训技术技能人才的双基地。

据悉，双基地建设主要是通过学校与优势企业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增强高职
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全市高职双基地建设项目中，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成功立项3个双基地。

肩负着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正以双基地建设为切入点，搭建产教融合新格
局，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校与西门子（中国）、永川区政府签订共建公共实训基地协议

随着庆铃、东鹏、利勃海尔等重大项
目，特别是长城汽车高质量项目的落地，永
川的智能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
特色轻工、能源及新材料五大重点工业集
群增加值增长14%。再造一个“永川工业”
图景越来越清晰，离不开企业的支撑，同时
更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支撑。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建在园区、服务园
区”，担当起了重要的人才培养责任。

如何让再造一个“永川工业”图景更
清晰？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回答是——精准
服务园区企业的需求点。

保持着主动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
初心，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形成了智能制造、
大数据和航空技术三大特色专业群，推进
由文科专业为主向理工科专业为主转型，目
前学院专业设置高度契合永川产业发展。

在打造特色专业群基础上，重庆城市
职业学院还形成了“依托优质高新技术企
业，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做特新型专业”
的专业发展思路，联合企业共建新型二级
产业学院。2018年4月，学校与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共建“重庆城市职
业学院科大讯飞大数据学院”，为永川发展
大数据等电子信息产业提供高端人才供
给。2个月后，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又与云

华教育集团签订联合共建“航空学院”，此
举更是填补了重庆航空油料等领域人才培
养空白。

精准与企业的合作点，产教融合迈入
了“深水区”。该校分别与多家园企深度合
作，成功申报工业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应用
技术、装饰艺术设计3个专业的国家现代
学徒制试点，以及服务智慧社会的物联网
应用技术推广中心、机器人运维重庆市高
校工程中心两个市级科研平台，为企业培
养成熟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永川智
慧城市建设、工业机器人运营和维护的人
才培养、技术研发、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奠
定坚实基础。

特色二：瞄准供给侧 让再造一个“永川工业”图景更清晰

有数据统计，目前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已与120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并与科大讯飞、云华教育集团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海天装饰集团、重庆智绘点途科技
有限公司、以纯集团等多家企业实施订单
培养合作育人。

该校毕业学生就业情况更是一年比一
年好，他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重庆银行、上海迪士尼、华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海尔集团、
长安汽车等知名企业中，广受社会和用人
单位好评。

在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看来，只有为企
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才能帮
助企业乃至产业走向新发展，也才能推动
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服务城镇化，培育新市民”的办
学思想，这几年来重庆城市职业学院考虑
得最多的还是怎样聚人才之力，为企业、产
业、社会提供更深化的服务。

近年来，学校先后与香港电讯盈科有
限公司、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等20余家
企业建立实训、实习及就业基地，并与长城
汽车合作开展订单班，与重庆智绘点途有

限公司开展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共建，精
准量身定制智能制造人才培养，让企业直
接参与到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幅度提
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特别是创新“园校企”互动人才培养培
养新模式后，该校为园区企业培养大批“适
用、有用”人才，获得永川区职业教育发展
贡献奖。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为学生激活

了成长动能。近3年，该校学生在全国、全
市的各类技能大赛中成绩优异，获国家级
奖项29人次，获市级奖项219人次。

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致力于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重庆城市职业
学院还将进一步走好纵深产教融合创新
路，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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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三：服务产业链 聚人才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计算机应用技术双基地实训室

高职院校肩负着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
重任。

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有利于
打造劳动教育普惠平台，形成教育和
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
局。我校始终牢固树立服务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的理念，瞄准产业链、创
新链目标，以“共谋、共建、共享”三原
则，深入推进“政校企”合作，整合优
质教学资源，培育发展特色专业和优
势学科。

比如我们围绕大数据产业，与科
大讯飞合作共建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科大讯飞大数据学院；围绕永川智慧

城市建设，与永川软件服务外包园
区、重庆智绘点途科技有限公司共建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围绕永川通用
机场建设，与云华教育集团、重庆渝
航科技有限公司共建航空学院；围绕
智能装备制造业，与区发改委、区人
社局、凤凰湖园区、西门子、广数合作
共建永川区智能制造实训中心，共同
促进人才培养，提升学校整体实力。

通过政校企合作，学校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度不断
走高，这也让我校更深地融入到产业
链、创新链中，形成更优更大的合作
新格局。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院长 江洪

环境艺术设计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室

工业机器人专业双基地
培养符合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

型、技术型人才，已成为时代赋予高
职院校的战略命题。2015年，重庆城
市职业学院申报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成功获批，成为重庆市首批开办该
专业的院校，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工业
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为
龙头的智能制造特色专业群。

如何借力双基地进一步推进专
业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据了解，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双
基地将围绕智能制造产业链，联合永
川区凤凰湖工业园区、永川区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并与重庆广数机器
人有限公司共建全市领先的智能制
造公共实训基地。该双基地在建设
过程中不断创新“园校企共建、产教
融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与企业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共同
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并把智能制造实
训基地建成集生产运营、专业教学、
实训实战、社会服务等为一体的技术
技能双基地。

此外，学校还力争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双基地实现 2 个关键领域
突破。

一是推行“园校企共建，产教融
合的现代学徒制”，培养紧扣数控机
床高档化、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
位机器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
制、供应链优化，建设重点领域智能
工 厂 、数 字 化 车 间 所 急 需 的 技 术
人才。

二是为双基地建设搭建桥梁，成
立智能制造研究所，创建技能大师工
作室，形成人才培养、产教研用深度
融合的开放共享型服务基地和教育
教学实践平台。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双基地
目前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电子

信息技术专业群有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与信息服务等6个专业，并建有
软通动力、重庆智绘点途科技等十余
个校外实训基地。

同时，该专业还探索出有别于传
统校企合作的新型“园校企互动、产
学研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了“对
接政策寻支持、对接市场设专业、对
接企业定课程、对接实训育师资、对
接岗位练技能、对接项目搞科研”的
新路子，这为该专业双基地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建
设双基地的合作对象——科大讯飞，
更是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4家公司之一。

通过双基地建设，该专业将实现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课程资源丰
富、实训条件完善、师资实力雄厚、结
构合理，社会服务能力强，培养高素
质的一流毕业生，专业水平达到市内
一流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在双基地建设过程中，重庆城市
职业学院将与科大讯飞开发能力递
进的阶梯式实训项目，实训项目面向
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智慧
教育、智能车载、智能服务等行业领
域，设计专门针对场景化的案例实
验、实训项目，以培养学生的大数据
分析和处理能力。同时还携手改革
教学模式，在突出“做中学”技能养成
基础上，融“教”、“学”、“做”为一体，
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
能力。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基地
城市职业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

业在2016年与北京海天恒基装饰集
团开启专业共建后，采用现代学徒制
的人才培养模式，运用积分制教育教
学管理，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三等
奖，并获批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
试点专业，使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
性、持续性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
有力的保障。

如今与北京海天恒基装饰集团
及旗下数家企业的合作基于双基地
建设再度升级。

据了解，该专业将联手企业共建
全市特色环境艺术设计双基地，双基
地具备教学和生产双重功能，校企共
同培养“双师型”教师和专业技术人
员，实现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双证培训
和融通，可以说是一个集生产运营、
协同育人（专业教学与实训实战）、社
会服务等为一体的技术技能双基地。

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双
基地还将建设一批融面向市场运营、
实践教学、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考
核、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素质培养等
诸多功能于一体的校内外实践教学
基地，同时共建校内“设计工作室”，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该
双基地将与企业共同开展相关专业
技术技能培训，并面向社会人员进行
再就业培训，主要是对重庆地区的再
就业、劳动力转移、失业人员等的培
训，着力提升基地的服务能力和贡献
度，以实现“服务社会技术技能人才
培训，培育学生体现双证融通”基地
特色。

聚焦双基地建设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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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产业链、创新链推进政校企合作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以双基地建设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瞄准供给侧 打好特色牌


